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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骨幹音的潤飾」經由「骨肉相隨」到「骨幹和弦的音響意境」 

大綱: 

序言 

一、「骨幹音的潤飾」(意念的凝聚) 

(一)意念的凝聚:  (二)關於「骨幹音」相近的名詞 

(三)骨幹音潤飾的五種法則  (四)「台灣風情畫」木管五重奏(1987) 

(五)《釋‧道‧儒》 五首傳統樂器六重奏曲(1991) 

(六)《時間與空間》為小提琴、單簧管、大提琴與鋼琴的四重奏曲(2014) 

(七)《夢遊女》無伴奏混聲八部合唱曲(2014) 

(八)《玉芙蓉》為獨奏小提琴、笙與管弦樂團的雙協奏曲(2010/11) 

二、「骨肉相隨」 

(一)《時間與空間》  (二)《夢遊女》  (三)《玉芙蓉》 

(四)《東南西北》系列作品 

三、「骨幹和弦的音響意境」(樂想的擴充) 

(一)樂想的擴充  (二)《夢遊女》骨幹和弦 

(三)《時間與空間》金屬風鈴(骨幹和弦 A) 

(四)《普天樂》管弦樂協奏曲 

為管弦樂團與古箏、鋼琴、管風琴以及北管樂隊的協奏曲(2005/06) 

(五)《一江風》低音單簧管協奏曲 

為獨奏低音單簧管與國樂團的協奏曲(2009/10) 

(六)《玉芙蓉》小提琴與笙雙協奏曲 

為獨奏小提琴、笙與管弦樂團的雙協奏曲(2010/11) 

(七)《風入松》笛簫與琵琶雙協奏曲 

為獨奏笛簫、琵琶與國樂團的雙協奏曲(2014/15) 

(八)《夢遊女》無伴奏混聲八部合唱曲(2014) 

(九)《關山月》國樂團協奏曲(2011) 

(十)《時間與空間》為小提琴、單簧管、大提琴與鋼琴的四重奏曲(2014) 

(十一)《太魯閣風情畫》國樂團協奏曲(2015) 

(十二)「超級支聲異音創作理念」的落實與發展 

結語 



潘皇龍 

超級支聲異音 

--- 從「骨幹音的潤飾」經由「骨肉相隨」到「骨幹和弦的音響意境」 

 

 

序言 

 

(一)從瑞士蘇黎世音樂學院音樂史第一堂課談起: 

    1974 年秋天，我初到瑞士蘇黎世音樂學院的音樂史第一堂課，首先講述中

國音樂史，讓我頗覺與有榮蔫；但是，其結論確是:「中國音樂迄今似乎仍然停

留在單音音樂時期」，讓我印象深刻。這到底是事實，抑或是誤解，是過去，抑

或是現在?然而不管如何，即使後來的我，歷經德國漢諾威與柏林兩地，從依賴

瑞士獎學金維生，到逐漸依靠寫曲子討生活，雖然清苦，卻也能自給自足而自得

其樂；但是「單音音樂」的夢魘，卻始終縈迴在腦海深處，不得安歇。 

(二)學習傳統文化或分析經典作品是創新音樂的捷徑: 

    回顧旅居歐洲八年，剛開始先試圖放空自己，如海棉般吸收西洋音樂與現代

音樂的雙重養份，務期與洋人並駕齊驅或一較高下。漸漸地，經由分析經典作品

與風格寫作中，尋求擴充自我與檢驗自我，爾後再逐步回歸自我文化傳承。所以， 

1980 年《五行生剋八重奏》在荷蘭「高德阿姆斯」音樂節首演，1982 年國立藝

術學院成立，返國服務；同年 12 月 5 日，「柏林愛樂 100 周年團慶音樂會」委託

創作《慶典》假柏林愛樂廳首演；1983 年 4 月 17 日《五行生剋八重奏》由法國

EIC/IRCAM 在巴黎龐畢度文化中心演出，皆可謂終結歐洲現代音樂自由作曲家生

涯，與重返自我傳統音樂創作的分水嶺。也就是說，學習傳統文化或分析經典作

品，仍然有許多可供應用或發展的地方，它會是創新音樂的捷徑。 

(三)「超級支聲異音創作理念」的雛型: 

    我在 1987 年創作《台灣風情畫》木管五重奏，融合台灣福佬、客家與原住

民族群歌謠；於 1991 年創作《釋道儒》五首傳統樂器六重奏曲前，曾大量研究

亞洲傳統音樂語彙與美學；1998 年開始創作《東南西北》系列作品，更刻意將

傳統音樂語彙與美學觀注入音樂創作上；2002 年至 2005 間，擔任北藝大音樂學

院院長兼傳統音樂系系主任，我有了更多接觸與鑽研南管、北管音樂的機會，也

逐步從「音響意境音樂創作的理念」轉化為「超級支聲異音創作理念」的落實與

發展。達成從「骨幹音的潤飾」經由「骨肉相隨」到「骨幹和弦的音響意境」的

聯結。  

    我常以「小眾音樂作曲家」自許。作品被喜歡，固然值得慶幸；不被欣賞，

本是理所當然。名利如浮雲，試想一個作曲家的嘔心瀝血之作，竟然與一般人的

美學觀相近，那麼我們還需要作曲家嗎?畢竟作曲家的音樂創作應該是「引領風

潮」，而非「隨波逐流」。其原創性與前瞻性，恐非當代人「一觸可及」。藝術品

與商品功能有別，好的作品應該具備原創性、前瞻性與專業性無庸置疑。  



    有關「超級支聲異音」的作法雖然由來已久，我將儘量以最近一年內剛剛首

演的作品《時間與空間》為小提琴、單簧管、大提琴與鋼琴的四重奏曲(2014)、

《夢遊女》為無伴奏混聲八部合唱曲(2014)與《玉芙蓉》為獨奏小提琴、笙與管

弦樂團的雙協奏曲(2010/11)等三首不同編制類型作品，外加新近在國家音樂廳首

演的《太魯閣風情畫》國樂團協奏曲(2015)為例，以免篇幅過於龐大。 

 

一、「骨幹音的潤飾」(意念的凝聚) 

 

(一)意念的凝聚:  

1.音的形成、持續與消失    2.陌生化    3.定影法   

4.親屬關係    5.獨特性與共通性 

    1976-1978 年間的漢諾威時期，我一方面經由「陌生化」探討「統一中求變

化」，也從「定影法」探討「變化中求統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經由「中國文

字的獨特造型藝術」與「毛筆的運筆法則」獲得啟發，提出「音的形成、持續與

消失」以及「親屬關係」與「獨特性與共通性」…等概念，運用在自我音樂創作

上，「支聲複音」音樂語法略見雛型。  

(二)關於「骨幹音」相近的名詞: 

1.P. Hindemith:「中心音」意指「調性的親疏遠近」。 

2.Isang Yun:「主幹音 (Hauptton) 」著重「單音(主幹音)的潤飾」。 

3.潘皇龍:「骨幹音」強調從「骨幹音的潤飾」經由「骨肉相隨」到 「骨幹和弦

的音響意境」的系統完整性，係「超級支聲異音」創作理念骨幹音系統發展的關

鍵。 

(三)骨幹音潤飾的五種法則:  

    有關骨幹音潤飾的五種法則，其實是在探討「音的形成、持續與消失」的五

種可能性，茲簡單敘述如下。詳細內容請參閱拙作《音響意境音樂創作的理念》

(北藝大藝術評論 6): 

1.傳統法則(加花法)：  

    運用傳統音樂的手法，在骨幹音上，從音的形成、持續到消失，加以潤飾，

賦予新的生命力與美感。如以滑音帶出長音、再以振音、顫音或震音，去持續它

的進行，最後再以後倚音或贈音收尾。  

2.模仿法則(卡農法)：  

    在相同音高或不同音高的基礎上，從音的形成、持續到消失，經由管絃樂法，

將不同音色的樂器前後雙重或多重加以重疊或模仿，組成複合音色，形成「卡農」

形式(含正/反向與增/減值)。吾人在聽覺上，就獲得了雙重的或多重的音的形成、

持續與消失了。  

3.層面法則(層面法)：  

    將單音潤飾(加震音或顫音… )過程中，所產生的其他音高，各以不同樂器加

以持續延伸足以產生和聲，而後再以相同手法，將它加以潤飾。如此不斷擴張，



將可以造就出層面音響來。  

4.複合法則(接枝法或拼貼法)： 

    從音的形成、持續到消失，分別與其他樂器相搭配，形成移花接木之功能。  

5.混合法則(綜合法)： 

    亦即將傳統法則、模仿法則、層面法則與複合法則，雙重或多重的再組合，

它揭示「單音」的呈示、潤飾、重疊、仿效、橫向擴充成旋律、縱向擴充成層面、 

以及去頭接尾形成特定組合間的再組合。  

(四)「台灣風情畫」木管五重奏 (1987): 

    創作緣由與構想: 因受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委託，創作一首極富民謠風的作

品，以便提供日後演出之用。當時所提出的幾項構想是：  

1.此首作品必須是「雅俗共賞」，而不失其鄉土性與藝術性。  

2.它必須捨棄一般以變奏方法為主的形式作為創作方式，以免扭曲了民間歌謠的

原始風貌。  

3.它必須以「拼貼藝術」的語法表達當代台灣社會的人文景觀，而不失其音樂性

與前瞻性。  

    因此我搜集了一些最具代表性的台灣民謠，舉凡世代相傳的台灣歌謠，以及

日據時代的創作歌謠，不分原住民、客家、或是福佬歌謠…，都成了創作的原始

素材；同時為達到音樂多種層面的效果，還特別以數首相互對位，或截取精華片

段加以鑲嵌處理，以交融並蓄的方式精心構思，而歸納出下列三章節：  

I. 慢板→行板→慢板   

思想起、阿美族舞曲、一隻鳥仔、走山歌、燒肉粽  

II. 快板→中板→快板  

大胖呆、丟丟銅仔、天黑黑、杵歌、草螟弄雞公  

III.行板   

桃花過渡、殷那呀、白牡丹、朝朝起床時、思想起  

譜例 1《台灣風情畫》木管五重奏 (1987) 

Hn.–Ob.–Hn.–Ob. - Cl.–Hn. - Cl.–Ob. - Bsn.   

骨幹音: (G) - D - (A) - D - (G)  (屬於傳統法則) 

 



譜例 2《台灣風情畫》木管五重奏 (1987) 

Cl.(原形)+Bsn.(倒影)–Fl.(8)+Ob.(5)+Hn. 

骨幹音: G (收酒肝+老山歌+阿美族舞曲)  (屬於複合法則) 

 

譜例 3《台灣風情畫》木管五重奏 (1987) 

骨幹音: C (Hn.+Bsn.殷那呀)+ (Fl.+Cl.白牡丹)+(Ob.朝朝起床時)+... (屬於複合法則) 

 

譜例 4《台灣風情畫》木管五重奏 (1987) 

骨幹音: A (軸心音)  Cl. (原形) + Bsn. (倒影) (屬於模仿法則) 

 



(五)《釋‧道‧儒》 五首傳統樂器六重奏曲 (1991): 

    1991 年經由文建會邀請製作「八 0 樂展 - 傳統與現代的兩極對話」系列研

討會與作品發表會，我邀請 9 位作曲家創作傳統樂器室內樂曲，並邀請台北絲竹

室內樂團與采風樂坊，分別假台中、高雄與台北首演其中 6 件準時繳交作品。 

譜例 5《釋‧道‧儒》 五首傳統樂器六重奏曲 (1991) (屬於傳統法則+模仿法則) 

骨幹音: F(巴烏+笙+中胡) - C(巴烏+笙+琵琶+中胡+古箏) 

 
 

(六)《時間與空間》為小提琴、單簧管、大提琴與鋼琴的四重奏曲 (2014): 

譜例 6《時間與空間》  (屬於層面法則+定影法) 

骨幹音: D–(向上 G)–D 

           (向下 F#)  

 



譜例 7《時間與空間》 

骨幹音: E (Pno.-Vln.-Vlc.-Pno.-Vln.) (屬於混合法則+陌生化) 

 

 
 

(七)《夢遊女》無伴奏混聲八部合唱曲 (2014):   

    創作緣由與構想:《夢遊女》無伴奏混聲八部合唱曲的歌詞取自陳黎先生的

詩作〈夢遊女之歌〉。全曲分成五段：  

    首段透過「韻母」與「複韻」的逐次渲染，牽引出夢境的場景，或形影相隨，

或一形數影逐步分流擴散， 遊盪在「和諧」-「緊張(不和諧)」-「鬆弛(和諧)」

的循環中， 營造仿如自成單元的序幕。 

    第二段的樂句歷經分割或片斷堆疊，形成較為不規則的張力與不平衡的動

感，頗有劇情呈示的意味。  

    第三、四段各以朗誦起，再以稍慢的速度歌唱，塑造戲劇性的張力與對比， 

彰顯劇情發展在對情人之「愛」與對情敵之「恨」的雙種終極面向。 

    尾段短暫倒轉第二段的場景，回復到初始的夢境，卻在情境逆行中隱喻著愛

恨糾纏不得平靜而徐緩落幕，情似尾聲。 

    茲以《夢遊女》重要字、詞或句子與重點佈局為例，闡述骨幹音的潤飾: 

譜例 8 首段: 睡著(8-9 小節)   

骨幹音: D(A.) (屬於層面法則+模仿法則) 

 

人譜例 9 生如夢(29-33 小節)   

骨幹音: G – Bb - D (屬於層面法則+模仿法則) 



 

 

 

譜例 10 第二段: 夢的斷崖(61-64)  

骨幹音: D - E (屬於模仿法則+複合法則) 

 
 

譜例 11 第三段: 誓約之旅(87-90)   

骨幹音: G – D – E (屬於混合法則) 

 

 

譜例 12 第四段: 但願她長睡不醒，永不見天日(117-124)   

骨幹音: Ab – Eb (屬於模仿法則)  



 

譜例 13 尾段: 我活著，但我不願靜靜活著(133-141) 骨幹音: D (屬於複合法則) 

 
(八) 《玉芙蓉》 

為獨奏小提琴、笙與管弦樂團的雙協奏曲 (2010/11) 

譜例 14 骨幹音: A (陌生化+定影法) (屬於混合法則+陌生化+定影法) 

獨奏小提琴 - 笙 - 獨奏小提琴 - 笙 - 獨奏小提琴 

 
譜例 15《玉芙蓉》為獨奏小提琴、笙與管弦樂團的雙協奏曲 (2010/11)  



骨幹音: F#(獨奏小提琴+獨奏笙) (屬於混合法則) 

骨幹和弦: F# C# G C E G A Bb (完 5+減 5+完 4+大 3+小 3+大 2+小 2)  

 

 

二、骨肉相隨 

    

    南(難)管音樂與北(別)管音樂，同樣都是台灣傳統音樂的瑰寶。南管音樂的

「上四管」編制為: 琵琶(骨)、三絃(骨)、二絃(肉)、洞簫(肉)與拍板/領唱(骨/肉)，

它的進行係建立在「骨肉相隨」上。 

(一)《時間與空間》 

譜例 16《時間與空間》為小提琴、單簧管、大提琴與鋼琴的四重奏曲 (2014) 

鋼琴(骨) +大提琴(骨/肉) –小提琴(骨/肉)+大提琴(骨/肉反行)   

 

譜例 17《時間與空間》 

小提琴(pizz.骨)+鋼琴(骨) +單簧管(骨/肉)+大提琴(肉) 

 



(二)《夢遊女》: 

譜例 18《夢遊女》 

S(骨)+A(肉) – T(骨)+B(肉) S(骨)+A(肉) – B(骨)+T(肉)… 

 

譜例 19《夢遊女》 

S+A–T+B–S+A–T+B–S+A–T+B 裝飾音(骨) –長音(肉) –短音(骨) 

 

(三)《玉芙蓉》 

譜例 20《玉芙蓉》 

小提琴強音(骨) –持續音(肉)+笙(肉)+弦樂泛音(肉)  1 骨+3 肉形成骨幹和弦 

 



譜例 21《玉芙蓉》 

獨奏小提琴強音(骨) +笙強音(骨) +弦樂 pizz.(骨) -獨奏小提琴持續音(肉) + 

笙持續音(肉) 

 

(四)《東南西北》系列作品 

    本系列作品截至目前為止合計 8 首，為東西樂器混合編制，茲以 VII 首為例: 

《東南西北 VII》為雙簧管、笙、琵琶、古箏、大提琴與長號的六重奏曲 (2013):  

譜例 22《東南西北 VII》I. 雙雙對對．東西合璧    Andante 

 

音響終止式+移轉作用 (Pp.+Vlc.)-(Ob.+Sh.)-(Pp.+Vlc.)-(Zh.+Trb.)-(Pp.+Vlc....) 

順序:以 2 為軸心音  2-1-2-3-2-1-2(原形):  2-3-2-1-2-3-2(倒影) 

 

三、「骨幹和弦的音響意境」(樂想的擴充) 

 

(一)樂想的擴充: 

1.移轉作用  2.音響終止式  3.色澤旋律與色澤節奏  4.音群的連續與重疊   

5.層面的擴張與組合  (詳細內容請參閱拙作《音響意境音樂創作的理念》) 

    樂想的擴充係建立在和聲設計的基礎上。和聲設計有太多系統與可能性，如

西洋數字低音或功能和聲系統(三度重疊)，五度相生五聲音階系統(完全五度重

疊)，十二音列半音音階系統(各種音程重疊)，相同音程排列重疊，相異音程排列



重疊(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音程排列)，或其他如:上下對稱，上下互補對稱排列，

相同與相異音程輪番排列，不規則排列，混合排列，任意排列…。 

(二)《夢遊女》骨幹和弦: 

譜例 23《夢遊女》骨幹和弦 I 的兩種解釋  (屬於色澤旋律與色澤節奏) 

1.五聲音階和聲 (Re, La, Sol, Mi, Do) 

2.屬 11 和弦 (Re, La, Do, Mi, Sol,省略 3 音 F#) 

 

(三)《時間與空間》金屬風鈴(骨幹和弦 A): 

原形:    D F G Bb C D (角)     倒影:    D B A F# E D (宮)  

變形 1 (變 1 音):  

原形:    D F G (A) C D (羽)     倒影:    D B A (G) E D (徵)  

變形 2 (變 2 音):  

原形:    D (E) G (A) C D (商)    倒影:    D (C) A (G) E D (商)  

傳統語法的運用與創新音樂的實踐  古今水乳交融與東西兼容並蓄 

    《北管協奏曲》系列作品 與「超級支聲異音創作理念」的落實與發展  

(四)《普天樂》管弦樂協奏曲，為管弦樂團與古箏、鋼琴、管風琴以及北管樂隊

的協奏曲 (2005/06): NSO20 週年慶委託創作。全長 45 分鐘。 

    創作緣由與構想:《普天樂》管弦樂協奏曲係《北管協奏曲》系列作品的第

一部，它是作曲家於 2003 年順利攀登台灣第一高峰玉山後，刻意運用北管曲牌

從事創新的首部曲，係應國家兩廳院為國家交響樂團 20 週年慶的委託創作。也

是從「骨幹音的潤飾」經由「骨肉相隨」到「骨幹和弦的音響意境」，探討「超

級支聲異音創作理念」的具體實踐與創新發展的新里程碑。 

    作曲家在此將玉山主峰的海拔高度 3952 公尺，轉化為 3 件附加樂器(古箏、

鋼琴與管風琴)、9 種速度變化、5 個樂章與 2 個樂團(交響樂團與北管樂隊)。 

(五)《一江風》低音單簧管協奏曲，為獨奏低音單簧管與國樂團的協奏曲 (2009/10)  

創作緣由與構想: 

第一樂章：  

    以相異音程的連續重疊，組成特殊的新調式，再循序漸進增減消長；並適時



搭配著獨特的古箏定絃之橫向擴充與縱向重疊，構築了「叢嶺式的音響層面」  

第二樂章：  

    北管曲牌「一江風」旋律片段的渲染擴張，以及在此轉化成放置於定音鼓上

引磬與鈸的各式滑音，與低音單簧管的線性旋律，或多聲部層面音響交相輝映，  

形成了較為陌生化與定影化的抽象「虛實交會音響意境」。  

第三樂章：  

    低音單簧管與國樂團各組樂器間相互競逐擴充，再併入支聲異音之層層疊

疊，而融會於「一江風」的洪流中。  

(六)《玉芙蓉》小提琴與笙雙協奏曲, 

為獨奏小提琴、笙與管弦樂團的雙協奏曲 (2010/11) : 創作緣由與構想: 

第一樂章 Adagio - Grave–Andante  

    絃樂如夢似幻的泛音(陌生化)與逐漸流竄擴展的瞬息(定影法)，搭配著獨奏

小提琴與笙的平緩背景(獨特性與共通性)，與漸次累積的和聲(骨幹音的潤飾)構

築了序幕 (意念的凝聚) 。接著由笙主導下，牽引出厚實而沉穩的塊狀音響層面 

(樂想的擴充)；間或穿插著雙獨奏樂器的獨白和對話(親屬關係)，或它們與管絃

樂團間的互動(骨幹和弦的音響意境)。  

譜例 24《玉芙蓉》小提琴與笙雙協奏曲 

為獨奏小提琴、笙與管弦樂團的雙協奏曲 (2010/11)  (屬於層面的擴張與組合) 

小提琴強音(骨) –持續音(肉)+笙(肉)+弦樂團泛音(肉)  1 骨+3 肉形成骨幹和弦 

 

第二樂章 Lento - Lento assai  

    銅管樂器重疊敲擊樂器(親屬關係)與木管樂器重疊絃樂器(親屬關係)的兩種

色澤音響輪替更迭(移轉作用)營造了雙獨奏樂器的競逐和音響層面的擴充與陌生

化的節奏律動(色澤旋律與色澤節奏)以及音色張力的循環(音響終止式)創造了較

為寧謐悠遠的音響意境(精神的表徵)。  

第三樂章 Andante - Allegro - Moderato - Adagio–Andante  

    各族群樂器間扮演著分競合擊的「音響終止式」牽引出獨奏小提琴與笙間的

分分合合(親屬關係/獨特性與共通性)，以及它們與管絃樂團間的音響循環(樂想

的擴充)。接著點狀色澤節奏的替換(色澤旋律與色澤節奏)與線性動機的交織(音

群的連續與重疊)構築了急遽戲劇性的變化(層面的擴張與組合)。 



    爾後類似雙獨奏樂器的裝飾奏 導引出北管曲牌旋律片斷的音響層面渲染，  

形成較為凝聚的畫境(樂想的擴充)。緊接著笙與管絃樂團部份獨奏樂器間的室內

樂性格，創造了較為寧靜的片刻，酷似笙的裝飾奏(意念的凝聚)。最終再回覆到

首段的「音響終止式」，牽引出獨奏小提琴的裝飾奏，和獨奏小提琴與笙和六隻

法國號間的北管曲牌旋律片斷的交溶與擴充(音群的連續與重疊 )，再度融入音響

意境多重層面的洪流中(層面的擴張與組合)。  

(七)《風入松》笛簫與琵琶雙協奏曲 

為獨奏笛簫、琵琶與國樂團的雙協奏曲 (2014/15): 

    創作緣由與構想:「中國東盟音樂周」藝術總監鍾峻程教授盛情邀約發表作

品。舊作、改編或新創不拘。而他同時也邀請采風樂坊林團長與吳音樂總監到該

音樂周演出，更獲建議邀請我創作笛簫與琵琶雙協奏曲，讓我必須在前後都應允

委約創作的夾縫中  

擠出時段創作，似乎考驗著我的功力與濳力，使我在探索當代音樂創作與鑽研傳

統音樂語彙中，在即有的「北管協奏曲」基礎上增添《風入松》笛簫與琵琶雙協

奏曲。  

    《風入松》笛簫與琵琶雙協奏曲為單樂章五個段落所構成，於 2015 年 6 月

8 日由新加坡郭勇德指揮吳宗憲、林慧寬與廣西藝術學院民樂團假廣西民族藝術

宮音樂廳首演。 

(八)《夢遊女》無伴奏混聲八部合唱曲 (2014): 

    創作緣由與構想:《夢遊女》無伴奏混聲八部合唱曲的歌詞取自陳黎先生的

詩作〈夢遊女之歌〉。全曲分成五段： 

    首段透過「韻母」與「複韻」的逐次渲染，牽引出夢境的場景，或形影相隨，

或一形數影逐步分流擴散，遊盪在「和諧」-「緊張(不和諧)」-「鬆弛(和諧)」的

循環中，營造仿如自成單元的序幕。  

    第二段的樂句歷經分割或片斷堆疊，形成較為不規則的張力與不平衡的動

感，頗有劇情呈示的意味。 

    第三、四段各以朗誦起，再以稍慢的速度歌唱，塑造戲劇性的張力與對比， 

彰顯劇情發展在對情人之「愛」與 對情敵之「恨」的雙種終極面向。 

    尾段短暫倒轉第二段的場景，回復到初始的夢境，卻在情境逆行中隱喻著愛

恨糾纏不得平靜而徐緩落幕，情似尾聲。詩詞形式與樂曲速度、形式設計: 

Lento                  我睡著   但我不知我已睡著  

                       我活著   但我不知人生如夢  

Adagio     我閉著眼遊行地球   但我不知   我走在蛋殼之上     

           四周是光滑的夢的斷崖   引誘我粉身碎骨  

piu Moderato - Meno mosso  

        我走到我的愛人床前   拿牙刷   沾牙膏   擦他的皮鞋     

        準備我們的誓約之旅   他睡著   他不知我們夜長夢多  

piu Moderato - Meno mosso  



        我走到我的情敵窗前   封住她的窗簾  

        割斷她公雞的喉   扭斷她鬧鐘的發條  

        但願她長睡不醒   永不見天日  

Adagio – Lento           我活著   但我不願靜靜活著  

                        我睡著   但我不願就此睡著  

譜例 25《夢遊女》 Lento  (屬於音群的連續與重疊) 

骨幹和弦:(D+A+E+F)-(E+F#+G)-(A+C+D+Eb) 

 

 

 

 

 

 

 

 

 

 

譜例 26《夢遊女》 Adagio  (屬於色澤旋律與色澤節奏) 

骨幹和弦: (E+D)-D-(Ab+Eb)...  

 
譜例 27《夢遊女》 piu Moderato – Meno Mosso  (屬於音群的連續與重疊) 

骨幹和弦: (F#+D+A+C#)-(G+G#+D+Eb)-(G+D+A+Eb) 

 



譜例 28《夢遊女》 piu Moderato–Meno Mosso  (屬於音群的連續與重疊) 

骨幹和弦:  (D+G+B)-(G+D)... 

 

譜例 29《夢遊女》 Lento  (屬於音群的連續與重疊) 

骨幹和弦:  (C+D+F)-D-(E+G)-(A+E+G)-(D+A)… 

 
譜例 30《夢遊女》  Lento  (屬於層面的擴張與組合) 

骨幹和弦:  (B+C)-(D+C#+F#)-(C+B)-(Bb+B+C) -(A+E)  

 
(九)《關山月》國樂團協奏曲(2011) :                                                               



    創作緣由與構想:2011 年，采風樂坊委託我創作大型國樂團作品。我選擇了

著名古琴曲《陽關三疊》與《關山月》作為創作素材。透過該曲旋律的增值、減

值、片斷、扭曲與變形，創作了《關山月》國樂團協奏曲。  

第一部份  Adagio – Andante  

    首先將《關山月》旋律節奏增值 8 倍，並逐次遞減，再以音階中的商(F#)音

作為軸心音，在其下方完成其倒影(意念的凝聚)；爾後將原形置放於它的倒影相

差 4 個八分音符後，形成反向卡農形式，創造基礎的曲式結構(樂想的擴充)；並

且在其上鑲嵌著原形的片斷旋律或變形，形成多重層面的音響意涵 (精神的表

徵) 。 

第二部份  Lento - Lento assai – Lento  

    以《陽關三疊》旋律的節奏增值 2 倍，以其音階中的商(C)音為軸心音，將

其原形與倒影相互並列重疊，形成基礎的組織架構或骨幹音型(意念的凝聚)；並

且在其上點綴著各種形式之片斷旋律音型，創造多重音響的陌生化意境(樂想的

擴充)。  

第三部份  Andante – Adagio  

    選取《關山月》增值 2 倍長度的旋律，再度以其商(F#)音作為軸心音，將逆

行與逆行的倒影的旋律，造成逆行先行、逆行的倒影在後，前後順序與第一部份

相反、逆行與逆行的倒影形成相差 4 個八分音符的反向卡農形式，構築基礎的音

響層面(骨幹音的潤飾)；並且在其上拼貼著《關山月》與《陽關三疊》的原形或

倒影的片斷動機或扭曲變形，鑄造多重層面的音響境界(骨幹和弦的音響意境)。 

(十)《時間與空間》為小提琴、 單簧管、大提琴與鋼琴的四重奏曲 (2014) :  

    創作緣由與構想:旅居瑞士大提琴家簡碧青女士委託我為「蘇黎世室內樂團」

創作新曲，以便配合「天方夜譚」為主題的音樂會演出，我直覺的反應是跨越時

空的異國風情。  

    一方面是台灣作曲家與瑞士室內樂團的跨國合作；一方面又是採取法國作曲

家梅湘著名的室內樂編制。所以與其遵循「天方夜譚」的阿拉伯風情，倒不如在

創作上隱喻些許經典情懷，在音樂上呈現另一種「時間與空間」的對話，跨越時

間與空間的藩籬，豐富風情於萬種。 

    五種互為因果的音高結構，即五個「骨幹和弦」(類音列)。  

音列 A 為五聲音階: 係由金屬風鈴的角調式五聲音階 與它的倒影宮調式五聲音

階 以及它們所延伸的羽調式 徵調式與商調式五聲音階為骨幹 以茲襯托自然界

的風吹鈴動、蛙叫鳥鳴。  

音列 B 由全部音程依序雙向堆疊交錯。  

音列 C 為全部音程由小而大 雙向對稱輪替互補堆疊。  

音列 D 係以純五度為中心 分向兩側遞減音程所重疊。  

音列 E 係八音音階，由大、小二度循環重疊而成。 

    當然，五個音列得因需要截取片斷、移動位置、潤飾加花，省略或重疊、 

增值或減值、倒影或逆行，橫向擴充或縱向堆疊，鑲嵌在跨越時空、跨越形式，



類似「奏鳴曲形式的迴旋曲」輪廓中。《時間與空間》乃是 《跨越時間與空間的

藩籬》的簡稱。樂曲為單樂章形式，全曲由三個大段落、八個小段落所構成，各

段落的速度設計與「骨幹和弦」屬性規劃如前：  

譜例 31《時間與空間》A 段：Adagio (音列 A) --- (屬於移轉作用+音響終止式)  

        

譜例 32《時間與空間》 B 段：Moderato  (音列 B)...(屬於移轉作用) 

  

譜例 33《時間與空間》 A'段：Adagio (音列 A+B)...(屬於音群的連續與重疊) 

 



(十一)《太魯閣風情畫》國樂團協奏曲(2015): 

    創作緣由與構想:台灣國樂團音樂總監閻惠昌指揮，透過該團藝術經理黃

正銘先生委託我為該團創作新曲，以便在「從太魯閣到敦煌」的音樂會演出。 

(2015/10/18, 台北國家音樂廳) 。 

    我一方面上網搜尋太魯閣國家公園相關資料，希望除了奇山異石、風景

壯麗、山明水秀的舊日印象外，也對它的原始步道、以及它背後所蘊藏的風

土人情，充滿了驚奇。 另一方面更針對音樂學家吳榮順教授提供，有關太魯

閣族的樂舞曲調詳加分析比較，期盼能夠更深入瞭解斯土斯民的音樂風格與

人文意涵。 

譜例 34《太魯閣風情畫》國樂團協奏曲(2015)  (屬於層面的擴張與組合) 

骨幹和弦: 四音和弦(Bb+C+F+G) 

 
譜例 35《太魯閣風情畫》 

骨幹合弦: 古箏定弦 (屬於模仿法則+音群的連續與重疊) 

新笛+高笙+琵琶(原形)+中笙+中阮(倒影/卡農) 

 



譜例 36《太魯閣風情畫》國樂團協奏曲(2015) 

骨幹合弦: 古箏定弦 (屬於模仿法則+層面的擴張與組合)  

箏 - 柳琴+揚琴 (原形)  

大阮+革胡(col legno saltando/卡農) – 琵琶+箏+革胡(col legno saltando) (倒影)  

 
《太魯閣風情畫》分成五部份，每部份依物境、情境與意境順序區分如下: 

• 第一部份: Andante  

奇山異石，巍峨壯觀。節奏緊迫，歌聲飄揚。凱旋樂舞，熱血沸騰。  

• 第二部份: Adagio  

山明水秀，相映成趣。輪番炫技，擴充堆疊。峽谷澗溪，世外桃源。  

• 第三部份: Moderato-Andante-Allegro  

崇山峻嶺，風起雲湧。高低起伏，競技追逐。墾荒狩獵，樂天知足。 

• 第四部份: Lento-Lento assai  

山光水色，蛙叫鳥鳴。虛實相依，氣韻生動。幽情雅致，人間仙境。  

• 第五部份: Andante  

   高山流水，峰迴路轉。巨石蒼海，蔚為奇觀。管弦嘹繞，鑼鼓喧闐。 

 (十二)「超級支聲異音創作理念」的落實與發展: 

    「超級支聲異音創作理念」從「骨幹音的潤飾」經由「骨肉相隨」到「骨幹

和弦的音響意境」完整創作系統的落實與發展，經過三十餘年的「慘澹經營」，

終於有了若干不同編制、不同類型的作品可供佐證。它係源由於「音響意境音樂

創作理念」一脈相承的、只是更具「傳統與創新」雙重並進的具體作為。 

    「超級支聲異音創作理念」精神的表徵: 

1.瞬息與意境   

2.小宇宙與大宇宙的時空觀念  



3.原創性、前瞻性與專業性  

詳細內容請參閱拙作《音響意境音樂創作的理念》(北藝大藝術評論 6):意 

 

結語 

 

(一)一箭雙鵰: 

    支聲異音是傳統音樂語法的基礎，今天的創新將會是明天的傳統。 

(二)二中選一: 

    被傳統拉著走，或把傳統拖著爬，全在一念之間。 

(三)音樂創作的三段階層: 

1.「學而用之」如海納百川成其大，用以「提升自我」。 

2.「習而避之」有得亦有捨，用以「檢驗自我」。 

3.「取而化之」像吃了豬肉長人肉，用以「超越自我」。 

(四)多元化的社會結構，需要多樣性的藝術創作與活動: 

    音樂創作必須具備原創性、前瞻性與專業性；而不是只在迎合群眾的欣賞品

味。 

(五)「超級支聲異音創作理念」的研究與發揚: 

    支聲異音的研究，除了蘇凡凌的博士論文外，尚有待更多學者專家投入。至

於音樂創作，本人數十年在「超級支聲異音創作理念」的落實與發展上，深感趣

味無窮、親切無比，應該仍然有著無限的可能性，留待諸位先進同好各取所需、

各盡所能、各顯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