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樓合唱團 2012 年《東南亞巡迴音樂會》  

音樂會內容  

台灣合唱音樂發展之豐富與多元，在華人合唱音樂領域中首屈一指，此次海外巡
演，木樓在曲目上除了安排數首經典的古典男聲合唱曲目外，更特別設計了一場「華
語合唱作品的經典回顧與現代展望」，從黃自的《長恨歌》選曲，到黃友棣、李抱枕等
多位華語音樂界領航者大師的作品，直至現代台灣音樂泰斗蕭泰然老師的合唱曲目，
然後一直延伸到周鑫泉、冉天豪、黃俊達等多位中生代與新生代作曲家的作品，整場
曲目一脈相承，使東南亞聽眾藉由木樓演出，能一窺台灣合唱音樂的發展脈絡與傳承。 

此外，木樓也帶著多首台灣作曲家之委託創作新曲前往演出，將最新、最動人的
台灣音樂文化介紹給東南亞的愛樂人士。特別的是，除了作曲家周鑫泉老師以鋼琴伴
奏身份隨團演出外，木樓駐團作曲家黃俊達此次亦隨本團出國巡演，兩位作曲家在音
樂會上現身說法，親自為聽眾闡述他們在創作這些巡演曲目時的靈感、巧思與感動，
使得音樂背後的人生故事栩栩如生躍然於前，讓聽眾們更能心領神會旋律所要傳達的
心聲絮語，無形間拉近了聽眾與歌曲、與作曲家以及與演出者間的距離，也更加深了
聽眾們對木樓音樂會的印象與感動。 

 

 

巡演曲目總表 

Adspice Domine《主啊！請禰看顧》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Quatre petites prières de Saint François d'Assise 

《聖方濟四首短祈禱文》 

Francis Poulenc 

漁陽鼙鼓動地來 詞/韋瀚章 曲/黃自 

六軍不發無奈何 詞/韋瀚章 曲/黃自 

遺忘 詞/鍾梅音 曲/黃友棣 

人生如蜜 詞/王大空 曲/李抱忱 

雪花的快樂 詞/徐志摩 曲/周鑫泉 

愛情樹 詞/王友輝 曲/冉天豪 

時間絮語 詞/楊曉菁 曲/黃俊達 

永遠的故鄉 詞/吳景裕 曲/蕭泰然 

唸你 詞曲/劉家昌  改編/黃俊達 

綠光 詞/天天 曲/李偲菘 改編/冉天豪 

望春風 詞/李臨秋 曲/鄧雨賢 改編/周鑫泉 

再會啦心愛的無緣的人 詞曲/熊天益 改編/黃俊達 

晚安曲 詞曲/劉家昌 改編/周鑫泉 



巡演 4-1：《2012驚嘆台灣》系列合唱音樂會之二：木樓男聲合唱團音樂會 

 

演出城市：馬來西亞柔佛洲新山市 

演出時間：2012年 8月 19日（日） 

演出地點：Austin Heights Private & International School 大禮堂 

邀演單位：新山歌樂協會／新山室內合唱團 

聯演團體：新山室內合唱團 

演出曲目： 

 

木樓合唱團  

Adspice Domine《主啊！請禰看顧》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Quatre petites prières de Saint François d'Assise 

《聖方濟四首短祈禱文》 

Francis Poulenc 

  

木樓合唱團  

漁陽鼙鼓動地來 詞/韋瀚章 曲/黃自 

遺忘 詞/鍾梅音 曲/黃友棣 

人生如蜜 詞/王大空 曲/李抱忱 

  

木樓合唱團  

永遠的故鄉 詞/吳景裕 曲/蕭泰然 

雪花的快樂 詞/徐志摩 曲/周鑫泉 

愛情樹 詞/王友輝 曲/冉天豪 

時間絮語 詞/楊曉菁 曲/黃俊達 

  

木樓合唱團  

唸你 詞曲/劉家昌  改編/黃俊達 

綠光 詞/天天 曲/李偲菘 改編/冉天豪 

望春風 詞/李臨秋 曲/鄧雨賢 改編/周鑫泉 

再會啦心愛的無緣的人 詞曲/熊天益 改編/黃俊達 

  

新山室內合唱團與木樓合唱團  

晚安曲 詞曲/劉家昌 改編/周鑫泉 

 



巡演 4-2：《Soar音躍》新加坡交流音樂會 

 

演出城市：新加坡 

演出時間：2012年 8月 20日（一） 

演出地點：School Of The Arts Concert Hall (新加坡 SOTA音樂廳) 

邀演單位：新加坡華僑中學 

聯演團體：Hwa Chong Institution High School Choir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Main Choir 

Nanyang Junior College Choir 

演出曲目： 

 

Adspice Domine《主啊！請禰看顧》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時間絮語 詞/楊曉菁 曲/黃俊達 

雪花的快樂 詞/徐志摩 曲/周鑫泉 

望春風 詞/李臨秋 曲/鄧雨賢 改編/周鑫泉 

再會啦心愛的無緣的人 詞曲/熊天益 改編/黃俊達 

 

  



巡演 4-3：《Impression of Taiwan》泰國 Mahidol大學音樂學院交流音樂會 

 

演出城市：泰國曼谷 

演出時間：2012年 8月 22日（三） 

演出地點：MACM Hall (Music Auditorium, College of Music, Mahidol University) 

邀演單位：College of Music, Mahidol University 

演出曲目： 

 

Adspice Domine《主啊！請禰看顧》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Quatre petites prières de Saint François d'Assise 

《聖方濟四首短祈禱文》 

Francis Poulenc 

  

漁陽鼙鼓動地來 詞/韋瀚章 曲/黃自 

六軍不發無奈何 詞/韋瀚章 曲/黃自 

遺忘 詞/鍾梅音 曲/黃友棣 

人生如蜜 詞/王大空 曲/李抱忱 

中場休息 

雪花的快樂 詞/徐志摩 曲/周鑫泉 

愛情樹 詞/王友輝 曲/冉天豪 

時間絮語 詞/楊曉菁 曲/黃俊達 

永遠的故鄉 詞/吳景裕 曲/蕭泰然 

  

唸你 詞曲/劉家昌  改編/黃俊達 

綠光 詞/天天 曲/李偲菘 改編/冉天豪 

望春風 詞/李臨秋 曲/鄧雨賢 改編/周鑫泉 

再會啦心愛的無緣的人 詞曲/熊天益 改編/黃俊達 

  

晚安曲 詞曲/劉家昌 改編/周鑫泉 

 

  



巡演 4-4：《天籟傳愛》慈善音樂會 

 

演出城市：泰國曼谷 

演出時間：2012年 8月 25日（六） 

演出地點：Hall 8, 6th floor, Siam Paragon 

邀演單位：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泰友緣慈善基金會（泰國台商總會所屬團體） 

聯演團體：泰友緣合唱團 

演出曲目： 

 

木樓合唱團(上半場 20分鐘)  

Adspice Domine《主啊！請禰看顧》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Quatre petites prières de Saint François d'Assise 

《聖方濟四首短祈禱文》 

Francis Poulenc 

  

漁陽鼙鼓動地來 詞/韋瀚章 曲/黃自 

六軍不發無奈何 詞/韋瀚章 曲/黃自 

遺忘 詞/鍾梅音 曲/黃友棣 

  

  

木樓合唱團(下半場 30分鐘)  

雪花的快樂 詞/徐志摩 曲/周鑫泉 

時間絮語 詞/楊曉菁 曲/黃俊達 

永遠的故鄉 詞/吳景裕 曲/蕭泰然 

  

唸你 詞曲/劉家昌  改編/黃俊達 

綠光 詞/天天 曲/李偲菘 改編/冉天豪 

望春風 詞/李臨秋 曲/鄧雨賢 改編/周鑫泉 

再會啦心愛的無緣的人 詞曲/熊天益 改編/黃俊達 

  

  

泰友緣合唱團與木樓合唱團  

晚安曲 詞曲/劉家昌 改編/周鑫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