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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筆者於民國九十六年元月八日指揮嘉義大學交響樂團與合唱團於台北

國家音樂廳演出，演出曲目包含蕭泰然《一九四七序曲》、浦羅柯菲夫（Sergey 

Prokofiev, 1891-1953）《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以及柴科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第五號交響曲》。此三位作曲家中，柴科夫斯基與

浦羅柯菲夫分別是俄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代表性音樂家。蕭泰然

是台灣旅美的著名音樂家，其作品中具有豐富情感與浪漫色彩，曾被加州雷

德蘭（Redlands）管弦樂團的指揮羅勃遜（Jon Robertson）譽為具有俄國作

曲家拉赫瑪尼諾夫（Sergey Rakhmaninov, 1873-1943）的風格。1居於這個關

聯性，筆者乃將此場音樂會定名為「俄羅斯之夜」。 

 《一九四七序曲》稱得上是蕭泰然的嘔心瀝血之作。在創作之初，他就

經歷了一場大病，面臨生死攸關的重要時刻，所幸靠著友人的幫忙尋得名醫

為其開刀，順利救回一命。大病初癒之後，他抱著虛弱的身體繼續創作，終

於以其堅強的意志力完成此首重要的代表作。此序曲在實質上是一首形式自

由的交響詩，以西元 1947 年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為背景，曲中採用了

多首台灣民謠，具有親切、質樸的民族風情。在配器上，除了管弦樂團之外

還加入了獨唱女高音、鋼琴、以及混聲四部合唱，呈現出豐富的音響效果。 

浦羅柯菲夫是俄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

鋼琴家，其作品非常豐富，具有濃厚的個人獨特風格。因受迫於現實環境以

及政治情勢，他在年輕時離開蘇俄遠赴美國及歐洲尋求發展，但最後又毅然

返鄉投入祖國的懷抱，而其豐富多彩的人生經歷，也直接影響到創作的風格

與形式，在不同的時期均留有偉大的傑作。《第一號鋼琴協奏曲》是作曲家

年輕時代的作品，當時的他追求新穎的現代感，強調突破傳統，因此在這首

協奏曲中，除了結構獨具創意之外，主奏鋼琴亦具有許多炫耀技巧的部份，

而管弦樂團的運用也非常成功，在華麗而生動之中亦兼顧著音響的平衡。作

                                                 
1蔡明雲《世界級的台灣音樂家，蕭泰然》（台北：玉山社，2006），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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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家在從莫斯科音樂院畢業前，機巧的以此首協奏曲參加比賽，並贏得鋼琴

學生之最高榮譽－魯賓斯坦大獎，這個獲獎的經過也更增添了此作品的戲劇

性色彩。 

柴科夫斯基可說是家喻戶曉的音樂家，在音樂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他以歐洲古典與浪漫時期的創作技巧為基礎，融合俄國國民樂派的精

神，注入本身優異的作曲才華，完成了許多膾炙人口的音樂作品，其中最為

一般大眾所熟悉的包含《天鵝湖》、《睡美人》及《胡桃鉗》三大芭蕾舞曲，

以及《1812 序曲》…等。而他在交響曲的領域中更具有不凡的成就，綜觀俄

國交響樂曲的發展，在葛令卡（Mikhail Glinka, 1804-1857）開啟新的方向之

後，經由安東․魯賓斯坦（Anton Rubinstein, 1829-1894）的擴展，到了柴科

夫斯基的手上才真正發揚光大，到達足以與西歐各國並駕齊驅的地位。《第

五號交響曲》是柴科夫斯基創作成熟時期的優秀代表作，樂曲中呈現出優異

的作曲技巧、流暢的音樂性、細膩的配器音響以及作曲家豐富的情感。全曲

依照傳統的四個樂章形式寫成，但以一個「命運動機」貫穿全曲，這也是其

交響曲中運用所謂「連章形式」（Cyclic form）最為淋漓盡致的作品。 

本場音樂會中所選的樂曲均是該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都是非常

值得進行深入研究的題材。筆者將以本身指揮這場音樂會的經驗為基礎，針

對這三首作品進行分析研究，期望能提供後續指揮者或音樂研究者在詮釋及

學習這些樂曲時的參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書分成五章，在第一章緒論中先敘述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並將書中

使用專有名詞之方式做一說明。第五章為結論，筆者將對本研究做一總結，

提出個人的心得與感想。 

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本書主要的研究部份，每章都分成四節：第一節探討

作曲家的生平，筆者將以 1980 年出版的《新葛洛夫音樂辭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以及該辭典於 2001 年增修之後的線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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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版本為主要參考依據，並廣泛閱讀音樂家的中、外文傳記，藉以對此三位

優秀的作曲家之生平、人格特質與音樂風格做一重點式的探究與整理；第二

節是樂曲概述，此部份將同樣以文獻中所獲得的訊息為主，清晰的闡述樂曲

創作以及首演的過程，並對樂曲的主要風格進行整體性的探討；第三節樂曲

分析，在此將從樂曲的結構、小節句、重要的和聲與調性以及配器等，對每

個作品進行全面性的細部分析，不僅忠實呈現總譜上的內容，更將探討隱藏

於音符背後的音樂內涵與配器效果；第四節音樂詮釋與指揮法分析，在此會

以第三節的樂曲分析為基礎，繼續探究速度、力度、節拍及演奏法等音樂進

行的實際層面，同時以筆者本身的指揮經驗闡述指揮者應如何引領樂團（與

合唱團）進行音樂的演奏，以能將隱含於音符與術語中的內在意義與情感表

現出來。 

有關本研究所使用的樂譜，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以及柴科

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均以美國卡穆斯（Kalmus）出版社的管弦樂總譜為

主，而蕭泰然的《一九四七序曲》由於尚未出版，乃採用演出當時由蕭泰然

文教基金會所提供之樂譜。 

 

第三節 名詞界定與補充說明 

 在本書中所使用到有關國外作曲家、音樂名詞及術語等中文翻譯的部

份，將以教育部所公布，由國立編譯館編訂的《音樂名詞》2為主要參考依據，

並在第一次出現時會以括號的方式在後方加註以避免混淆或爭議（術語的部

分在不同章節出現時仍會加註，其正體或斜體字型則依總譜為準），而一般

的人名將依其國籍以原文附註。另外，若是引用文獻中的人名或名詞時，則

以原著作中的譯名為主，不再做改變。 

 有關力度的部份，除了強（f）、弱（p）、中強（mf）及中弱（mp）的中

文標示具有對應的一致性之外，超過強、弱的等級時則無統一的中文譯名。

為了避免造成混淆的情況，本書在論及音量時，若需表示確定的力度，基本

                                                 
2國立編譯館編訂，《音樂名詞》（台北：桂冠圖書公司，民國 8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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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會以原文呈現，或直接以強弱的數目來表示，例如：四個弱（pppp）」、三

個強（fff）等。 

 其餘補充說明條列如下： 

一、註腳的部份：中文（或翻譯）書籍使用中式之標點符號，西文書籍

則使用西式之標點符號；同一章中若參考相同的文獻時，在第二次之後的註

腳將省略書名與出版資訊，作者的部分，若為西文則僅保留姓氏。 

二、重要的音樂家會加註其生平年代。 

三、對於表示三比二的拍子與節奏關係之專有名詞「Hemiola」，因不易

以簡短的詞來翻譯，在本書中將以原文來呈現。 

四、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有關附加譜例的部份，將以各章第三節〈樂

曲分析〉為主，為避免篇幅過長，在各章第四節〈音樂詮釋與指揮法分析〉

中將盡量不再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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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蕭泰然的生平 

 蕭泰然曾被譽為戰後最受國際樂壇肯定的東方浪漫派音樂大師，他的

音樂也被評為具有拉赫瑪尼諾夫（Sergey Rakhmaninov, 1837-1943）的風格。
1在現代音樂以各種新穎的手法追求奇特的音響之潮流中，他並不迷失自

我、隨波逐流，反而堅持以其獨特浪漫風格，結合西方的作曲技巧，並融

入台灣民謠，創作出貼近廣大群眾心靈的美好音樂。 

自幼就得以在母親指導下學習音樂，蕭泰然在當時普遍困頓的台灣社

會中，擁有比一般人幸運的機會。從小在教會家庭長大，而本身也有著非

常虔誠的信仰，雖然經歷過艱困坎坷的人生，但他始終樂觀的面對。蕭泰

然的音樂真誠而親切，旋律優美，和聲色彩豐富，同時具有濃厚的民族情

感，誠如亞特蘭大（Atlanta）的音樂評論家斐立․葛萊德（Fred Grater）所

言：『他的曲調優雅而自然，絲毫沒有人為的矯揉造作，倒像是一股豐沛的

泉源構成了他那淵博而精雕細琢的音節：這不是一種單純的採用一些音樂

語言，而是在豐富的音樂傳統中成長，以創作出一部份他自有的音樂表達。』
2  

   

 蕭泰然於 1938 年 1 月 1 日出生於高雄一個長老教會家庭，祖父蕭基源

先生是長老教會的傳道師，父親蕭瑞安是留日的齒科醫生，同時也是一位

很受敬重的教會長老，母親蕭林雪雲則是台灣早期相當稀少的留日鋼琴家

之一。蕭泰然在幼年的時候就展現出濃厚的音樂興趣，五歲由母親啟蒙，

                                                 
1蔡明雲《世界級的台灣音樂家，蕭泰然》（台北：玉山社，2006），頁 144。 
2吳朱實〈作曲家蕭泰然長老〉，林衡哲主編《深情的浪漫－蕭泰然音樂世界選輯》（台

北：望春風文庫，1999），頁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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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學習鋼琴，七歲時就可以公開演奏。母親對於自己兒子的音樂天賦是

極為讚賞的，根據蕭泰然的回憶，母親曾對他說：『你是我教過的學生當中，

反應最快，最有天份的一個！』3而擔任醫生的父親也非常喜歡音樂，本身

就收藏著許多珍貴的唱片，家中經常繚繞著濃濃的音樂氣息。由於父母親

採取開明的管教方式，蕭泰然比起當時同年齡的小孩更能自由的發展興

趣，同時也享受了一段無憂無慮的童年時光。因為從小在一個充滿音樂氣

氛以及基督教家庭的環境中成長，塑造了蕭泰然極為自然的音樂性以及虔

誠的宗教信仰，這些都將成為日後他開展自己的人生，以及從事音樂創作

的重要基礎。 
 在母親的指導之下，蕭泰然逐漸展露音樂的天賦及能力，從小學三年

級轉入高雄市鹽埕國小就讀開始，到高雄中學初中部的求學階段，他經常

擔任全校升降旗典禮的司樂以及音樂表演活動的主角。高中時，進入台南

長榮中學，由於學校相當重視音樂的教學，蕭泰然更是如魚得水般的悠遊

於音樂的世界。根據他高中同學林永和先生的回憶：『長榮中學正門進來的

英式排樓，一樓有一間音樂琴房，常常可聽到陣陣琴聲，多半是高智美老

師或黃永足老師，再不然就是泰然的彈琴聲。泰然最愛彈蕭邦的作品，一

彈就是整個下午，不吃也可以。』4  
 很顯然的，蕭泰然在高中時就已經非常清楚的找到自己的志向，那就

是成為一個音樂家。但是，父親卻希望他能繼承衣缽，懸壺濟世，所以，

蕭泰然企圖往音樂發展的想法，在開始時並未得到父親的支持。後來經過

當時長榮中學的校長戴明福先生的幫忙，說服了父親，終於讓他得以如願

往自己的理想前進。根據蕭泰然的回憶，在他高三時，適逢長榮中學七十

週年校慶，父親蕭瑞安醫師特地由高雄前來參加，而校長戴明福先生藉機

會向他的父親坦言：『你的兒子泰然將來若是當了醫生，他只不過是一個普

普通通的醫生，因為他的志趣不在這裡；假如讓他去學音樂，將來的展望

是無可限量的！』5 就這樣，蕭泰然得到父親的認同，開始更為積極的求教

                                                 
3蔡明雲，頁 67-68。 
4顏華容《蕭泰然－浪漫台灣味》（台北：時報文化出版，2002），頁 22。 
5蕭泰然〈蕭泰然自畫像〉，林衡哲主編《深情的浪漫－蕭泰然音樂世界選輯》（台北 

望春風文庫，1999），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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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名師，向當時最負盛名的留日鋼琴家高錦花教授，及聲樂家高雅美教授

學習。由於母親從小就替他打下的良好基礎，加上良師的指點，蕭泰然順

利考上了台灣省立師範學院音樂系（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音樂系的前身），開

始追求其無怨無悔的音樂人生。 

 

 蕭泰然於 1956 年進入省立師範學院音樂系之後，先在音樂專修科修業

兩年，原本規劃畢業後出國唸書，但未能如願，就先到澎湖白沙中學擔任

音樂教師並代理教導主任的工作。一年後再度進入改制為大學的省立台灣

師範大學音樂系就讀。6  

在師大求學的階段，蕭泰然接受了留日鋼琴家李富美教授的指導，使

其鋼琴演奏的技巧更為提升。另一方面，在許常惠教授的鼓勵之下，蕭泰

然也開始將學習的領域擴展到作曲。許常惠教授於 1959 年從法國巴黎學成

歸國之後，隨即任教於師大音樂系，他對於蕭泰然的音樂天賦相當讚賞，

基於愛才，許教授慨然地收他為私人作曲學生，義務指導，傾囊相授。因

此，蕭泰然除了在鋼琴演奏技巧繼續精進之外，在許常惠的指導之下，也

開始嘗試作曲，1961 年完成的《離別》是他的第一首合唱曲。7  

1963 年，蕭泰然從師大音樂系畢業之後，回到高雄，獲聘至高雄二中

擔任音樂教師。同年，他與出身台南望族的高仁慈女士結婚，完成了終身

大事。蕭泰然在高雄二中擔任教職大約有一年半的時間，此時家庭與事業

均步上軌道，但是，他對於自己在音樂上的能力尚未滿意，一股追求更高

層次之音樂成就的熱情，驅使著他決定出國進修，並在李富美老師的推薦

之下，選擇前往日本武藏野音樂學院繼續深造。1964 年，蕭泰然舉辦了鋼

琴獨奏會做為離別音樂會，並於隔年赴日，開始其另一階段的音樂學習。8 

                                                 
6蔡明雲，頁 75-76。 
7顏華容，頁 78。 
8顏綠芬〈《愛與希望》的浪漫詩情，蕭泰然〉，顏綠芬策劃主編《台灣當代作曲家》 

（台北：玉山社，2006），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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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藏野音樂學院的求學時期，蕭泰然更進一步擴展了音樂的視野，

經由中根伸也教授的指導，他的鋼琴演奏能力不斷的提升。但原本想要專

攻鋼琴的他，在遇到當代日本著名作曲家藤本秀夫之後，卻轉而在作曲方

面產生了更大的興趣。根據蕭泰然的回憶，在第一次學生的課堂和聲學作

業發表過程中，他獨特的和聲配置手法，吸引了教授的注意，而藤本秀夫

也因為肯定並賞識蕭泰然的才華，就將他收為自己的入室弟子，並和幾年

前的許常惠一樣，免費給予教導。9 蕭泰然在日本武藏野經過兩年的學習，

於 1967 年學成返台之後，便以更為豐富成熟的演奏與創作能力，展開其多

彩的音樂家生涯。 
 

 自日本返台後，蕭泰然首先活躍於南部地區，以鋼琴及作曲教學為主，

先後應聘至文藻女子外語專校（今文藻大學）、和高雄女師專（高雄師範大

學前身）任教，並在台南家專（今台南科技大學）及台南神學院兼課。1970

年起將觸角擴展至北部，開始在台灣師範大學音樂系兼課，並於 1973 年成

為師大之專任教師。10 除了教學之外，蕭泰然也參與演出，比較重要的是

1967 年與台南三 B 管弦樂團合作，演出葛利格（Edvard Grieg, 1843-1907）

的《a 小調鋼琴協奏曲》，以及 1972 年與高雄交響樂團合作演出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的《第三號鋼琴協奏曲》。11 

 在當時，台灣的演奏家並不多見，蕭泰然的鋼琴演奏能力也受到極佳

的肯定，但是，他仍保持虛心向學的精神，掌握任何可以提升自己音樂境

界的機會。當他在台南神學院兼課時，剛好與加拿大籍的傳教師德明利姑

娘（Miss Isabel Taylor）成為同事，乃藉由每週到台南教課的機會順便向她

請益，根據蕭泰然的回憶：『從 Miss Taylor 那嚴格的鋼琴演奏風格、細膩的

表現法以及對宗教的奉獻精神，對於確立我往後對宗教音樂的信念與創作

                                                 
9顏華容，頁 32-33。 
10蔡明雲，頁 83-84。 
11顏華容，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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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極大的影響。』12 而自 1970 年到師大兼課之後，蕭泰然得以跟當時旅

居台灣的音樂家蕭滋（Robert Scholz），學習，兩人同時也建立起亦師亦友

的深厚情感。蕭泰然對於蕭滋的指導極為珍惜，在日後的回憶中表示：『他

是我的良師亦是益友，在鋼琴藝術與作曲技巧方面給我很深刻的啟示。』13 

 蕭泰然在這個時期的創作，從宗教音樂及兒童合唱曲開始，並逐漸擴

展到器樂曲，同時也改編了幾首台灣民謠。在初期他曾嘗試性的寫作了兩

齣輕歌劇《快樂的農家》及《我家花園真美麗》。1971 年完成的神劇《耶穌

基督》，是由父親蕭瑞安醫師取自聖經的故事作詞，這部作品表現了蕭泰然

虔誠的宗教信仰。其餘重要的作品以室內樂為主，包含鋼琴三重奏《前奏

與賦格》、小提琴獨奏曲《台灣頌》、《悲歌》、《冥想曲》及改編的《夢幻的

恆春小調》等。1974 年他出版了鋼琴獨奏《詩影曲集》，1975 年完成了雙

鋼琴《幻想圓舞曲》，此曲題獻給其恩師蕭滋教授。1976 年，蕭泰然受委託

為華美青少年弦樂團改編《鄉思曲》，並在指揮家郭美貞的帶領之下，於美

國進行巡迴演出，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出現在美國。14  

 1975 年，在台北市的中山堂舉行了「蕭泰然樂展」，這是作曲家首次將

自己的作品有系列的介紹給國內的聽眾。這次音樂會由世紀交響樂團、台

北兒童合唱團及基督教青年聖樂合唱團共同演出，獲得了熱烈的迴響。15 此

時，蕭泰然的音樂才華備受肯定，名聲日漸響亮，正是他人生中意氣風發

的一個重要時期，但沒想到不久之後，卻因為突如其然的家庭經濟變故，

讓他不得不放棄這一切，離開台灣，移居美國。 
 

 1977 年，蕭泰然因為太太高仁慈女士經商失敗，背負巨大的債務，他

懷著無奈的心情離開了故鄉，到美國尋求東山再起。當時經濟狀況極差，

                                                 
12同上，頁 36。 
13顏綠芬，頁 87。 
14顏華容，頁 39。 
1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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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上僅有幾百元美金，穿著拖鞋就走了，就連機票也是靠著高雄的朋

友幫忙買的。到美國之後，蕭泰然首先投靠在亞特蘭大定居的妹妹，隔一

年再遷居到洛杉磯（Los Angeles）。他先在橘郡（Orange County）的一個購

物中心裡面賣些紀念品，並且教華人鋼琴，生活算是勉強安定了下來。16  

 旅居在異國，為了抒解鄉愁，蕭泰然參加了當地華人的活動，在每個

星期的家庭禮拜中，常常會唱些台灣的民謠，因此，激起了他對於台灣民

謠的重視，而花更多的時間去進行收集和改編的工作，同時也創作了許多

具有民謠風格的樂曲。例如，在 1978 年所寫的《出外人》與《點心擔》兩

首歌曲中，蕭泰然以本身的體驗，道盡了無限的思鄉情懷，同時也藉由回

憶台灣的生活點滴，聊慰了許多海外遊子的寂寞心靈。 

 在生活漸趨穩定之後，蕭泰然也積極的參與推動海外華人的音樂活

動，他和好友許丕龍先生主持「台灣音樂社」，並於 1982 年在洛杉磯舉辦

了第一屆南加州「感恩節音樂會」，全場演出台灣作曲家的作品，引起極大

的迴響。1983 年蕭泰然擔任「北美洲台灣人文藝協會」會長，致力於推展

台灣同鄉的文化活動。在 1985 年卸任之後，與繼任會長許丕龍先生共同籌

組了北美文協室內樂團，並於同年復活節前後，由蕭泰然指揮，巡迴全美

十大城市演出，造成不小的轟動。1989 年，蕭泰然再度指揮該團巡迴全美

演出，同樣獲致極佳的成效。17 

 蕭泰然將這段移居美國的前期歲月，視為自己的中期創作階段，主要

的作品集中於台灣民謠的改編，以及民歌的創作，另外因為教會禮拜的需

要，他也完成了許多宗教歌曲。此時期的代表作品除了前面提及的歌曲《出

外人》與《點心擔》之外，器樂作品如：為小提琴與鋼琴的《思想夜曲》、

《望你早歸》、《戀歌》及《風之舞》；鋼琴五重奏《燒肉粽》和《台灣原住

民組曲》等，皆為重要的創作。而較大編制的作品則有為合唱與管弦樂團

的《出頭天進行曲》及為弦樂團所作的《弦樂的交響詩》等。18 雖然生活

                                                 
16蔡明雲，頁 91。 
17許丕龍〈台灣人的國寶〉，林衡哲主編《深情的浪漫－蕭泰然音樂世界選輯》（台北： 

 望春風文庫，1999），頁 252。 
18顏華容，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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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頓，但是蕭泰然仍持續的完成數十首音樂創作，同時因為用心收集、改

編民謠，讓他在日後創作中，更得心應手的使用這些素材，使得他的音樂

經常含有濃濃的台灣味。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努力，蕭泰然不只擺脫了剛到美國時的低潮，同時

也逐漸建立了他在華人社會的名聲。但是，一向謙卑、好學的他仍舊不滿

於自己的音樂能力，為了吸收更多理論以及創作技巧，追求更高的音樂境

界，年近半百的蕭泰然決定重返校園。 
 

 1986 年，蕭泰然以 48 歲的高齡進入美國加州州立大學洛杉磯分校音樂

研究所就讀。在作曲方面受教於著名的韓裔美籍作曲家金教授（Dr. B. K. 
Kim），在金教授的引領之下，蕭泰然不只開拓了視野，深入現代樂派的領

域，更重要的是他找到了自己未來創作的方向。金教授鼓勵他不要盲從於

不和諧的現代音樂，所以他決定以『台灣民謠的精神為主體，融入西方古

典、浪漫、印象及現代音樂的技巧，來培育現代的台灣新音樂。』19  
在音樂研究所就讀期間，蕭泰然仍繼續鑽研鋼琴演奏，而當時的教授

彌敦․史坦博士（Dr. Milton Stern）相當欣賞他認真與執著的學習態度，特

別給予溫情的支持，兩人也培養出亦師亦友的濃厚情誼。日後，當蕭泰然

的《e 小調鋼琴協奏曲》於 1995 年和 1996 年分別在台灣及美國首演時，都

由史坦博士親自擔任鋼琴獨奏。20  
1987 年，蕭泰然順利畢業，取得加州州立大學洛杉磯分校音樂研究所

作曲碩士學位。《福爾摩沙交響曲》是當時畢業的代表創作，在這首三個樂

章的交響曲中，蕭泰然流暢的運用現代樂派的手法，充分展現出他在研究

所期間的學習成果。此曲於 1999 年由卓丹尼亞（Vakhtang Jordania）指揮

俄羅斯聯邦管弦樂團，在莫斯科音樂院大廳演出，獲得在場的俄國聽眾熱

烈的迴響。21 

                                                 
19蔡明雲，頁 98。 
20同上，頁 99。 
21顏華容，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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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音樂研究所畢業之後的蕭泰然，具備了更為精湛的作曲技巧，以及

更寬廣的視野，同時也找到自己創作的方向，從此開始進入了他音樂生涯

的黃金時期。如作曲家自己所言，這個時期他『提升藝術創作的水準，並

引入現代作曲技巧，惟仍以台灣民謠的精神為創作之根本。』22 在持續不

斷的努力之下，蕭泰然寫出許多優秀的大型作品，讓他榮耀的登上世界的

舞台，而第一首樂曲就是 1988 年完成的《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這首協

奏曲是在當時擔任「南加州台灣人聯合基金會」會長的林衡哲醫師熱心促

成之下完成的。全曲包含三個樂章，曲中融合了西洋音樂的技巧與台灣民

謠的精神，並賦予作曲家本身獨特的浪漫風格。在〈第二樂章〉裡引用了

〈牛犁歌〉，仿效國民樂派的音樂家，將台灣民謠藝術化，進而提升到國際

性的地位。1992 年 11 月 13 日，這首協奏曲在美國加州聖地牙哥柯普萊交

響樂廳（Copley Symphony Hall）舉行首演，由世界知名的小提家林昭亮擔

任獨奏，日籍指揮家大山平一郎指揮聖地牙哥交響樂團為其伴奏。音樂會

連演三場，造成空前的轟動，也確立了蕭泰然一流作曲家的地位。23 

在小提琴協奏曲之後，蕭泰然又接受「南加州台灣人聯合基金會」的

委託，於 1990 年完成了《C 大調大提琴協奏曲》。此曲同樣包含三個樂章，

除了蕭泰然特有的浪漫風格之外，曲中還流露出濃濃的鄉愁與虔誠的宗教

情懷。這個作品在 1992 年 7 月 4 日於台北社教館舉行首演，由歐逸青擔任

獨奏，曾道雄指揮台北縣立交響樂團為其伴奏。24  

1992 年，蕭泰然也完成了《c 小調鋼琴協奏曲》，這是第三次接受「南

加州台灣人聯合基金會」委託而作。由於本身是鋼琴家的背景，蕭泰然對

於這首鋼琴協奏曲有著特別的期望，在 1990 年開始構思之後，到 1992 年

才完全定稿，是三首協奏中費時最久的一部作品。曲中含有豐富的戲劇性，

兼具婉約優美的浪漫風格以及磅礡的氣勢，加州雷德蘭（Redlands）管弦樂

                                                 
22盧功勳〈天籟的使者－蕭泰然先生訪談錄〉，林衡哲主編《深情的浪漫－蕭泰然音 

樂世界選輯》（台北：望春風文庫，1999），頁 35。 
23林衡哲〈清琴雅音何人操，直須聽盡協奏曲〉，林衡哲主編《深情的浪漫－蕭泰然 

音樂世界選輯》（台北：望春風文庫，1999），頁 86-97。 
24蔡明雲，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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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的指揮羅勃遜（Jon Robertson）相當欣賞此曲，並讚許它具有俄國音樂家

拉赫瑪尼諾夫的風格。25 1994 年 4 月 10 日，這首鋼琴協奏曲在加拿大溫

哥華舉行首演，由加拿大台裔的年輕鋼琴家湯崇生擔任獨奏，指揮家米契

爾（Clyde Mitchell）指揮知名的溫哥華交響樂團為其伴奏，獲得了聽眾與

演奏家們極高的評價。26 

在三首協奏曲陸續完成並受到極為熱烈的歡迎和肯定之後，蕭泰然更

確立其國際作曲家的地位。1994 年，他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寫成了合唱

與管弦樂團的大型作品《1947 序曲》，在創作期間還因為大動脈血管瘤破裂

住進醫院，所幸及時開刀挽回生命，才得以完成此一震撼人心的作品。《1947

序曲》是本章將要研究的重點，在接續的幾節中會有更詳盡的分析與探討，

所以在此先行略過。 

從 1977 年黯然的離開台灣移居美國之後，蕭泰然經歷過人生中最為困

頓的時光，但也在苦難的粹練中脫胎換骨。在旅居海外 18 年後，蕭泰然於

1995 年帶著音樂上不凡的成就回到了台灣，一方面以他的優異音樂才華與

豐富經驗指導年輕的學子，另一方面持續創作，為這世界留下更多美好的

音樂。 
 

1995 年夏天，蕭泰然回到台灣，隨即投入忙碌的創作、教學與演出的

生活。他首先受聘為桃園青少年管弦樂團的駐團作曲家，特地為樂團創作

了《新台灣頌》。27 1996 年，應文建會的聘請，擔任「青年音樂家基金會」

駐團作曲家，為期 1 年，同年 10 月，受台灣師範大學禮聘為音樂研究所客

座學人，講學 3 個月。28 同時，各種演出的邀約不斷，他的作品也更為頻

繁的出現在台灣以及國外的音樂會上。 

                                                 
25同上，頁 144。 
26林衡哲〈溫哥華交響樂團演奏台灣音樂作品－蕭泰然鋼琴協奏曲世界首演〉，林衡哲 

主編《深情的浪漫－蕭泰然音樂世界選輯》（台北：望春風文庫，1999），頁 129-136。 
27蔡明雲，頁 161。 
28顏華容，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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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碌的生活中，蕭泰然仍持續創作出許多優秀的作品，包含歌曲、

獨奏曲、室內樂以及大型的合唱與管弦樂曲等。1996 年完成具有濃厚民族

風格的《福爾摩沙三重奏》，此曲於同年 6 月，由日籍鋼琴家藤田梓與本國

優秀音樂家蘇顯達和曾素芝在波蘭華沙舉行世界首演。1999 年，蕭泰然接

受《新觀念》雜誌委託，與著名詩人李敏勇合作完成了《玉山頌》大型合

唱曲，並有鋼琴、管弦樂伴奏的兩種版本。在台灣發生了九二一地震之後，

他為了辦募款音樂會寫作了《傷痕之歌》，為地震的受災者盡了一份心力。

2000 年完成了清唱劇《浪子》，此曲於 1994 年受黃武東牧師之託，但當時

蕭泰然剛接受大動脈的手術後不久，同時正以其病後初癒的身體，一點一

滴的寫作《1947 序曲》，因此而暫擱，在返台後，才慢慢的將它完成。2001

年，創作了《啊~福爾摩沙－為殉難者的鎮魂曲》，此曲受陳文成基金會委

託而作，是一首含有序奏的四個樂章的合唱與管弦樂曲。29 

2001 年底，蕭泰然因為腹部血管瘤破裂，返回美國進行手術，手術後

曾短暫回台繼續投入音樂會及演講等活動，但終因身體不堪負荷，第三次

血管破裂，於 2002 年再度返美住院治療。此後，身體已大受影響，因此大

部分的時間都留在美國休養，偶而返台參與音樂文化活動。雖然身體狀況

不佳，但他仍然持續的創作，2005 年為其母校長榮中學完成了慶祝一百二

十週年的紀念歌，並受高雄市委託創作《愛河交響曲》。 

 

一生中經歷過很多重要的轉折，甚至數次面臨死亡的威脅，蕭泰然靠

著本身虔誠的基督信仰，以及朋友們的協助，突破逆境，在音樂上有了不

平凡的成就。雖然長期旅居國外，但是對於故鄉台灣有著深厚的情感，促

使著他致力於民謠的改編及創作，同時有了豐碩的成果。從小在教會的家

庭長大，蕭泰然保有虔誠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也完成了包含獨唱、合唱以

及大型的神劇和清唱劇等宗教聖樂作品。他所創作的三首協奏曲，具有個

                                                 
29蔡明雲，頁 17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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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獨特的浪漫風格，而樂曲中引用台灣民謠的手法，仿效十九世紀後期所

盛行的國民樂派風格，填補了台灣音樂發展史上相對的空隙。而幾首大型

的管弦樂與合唱的作品，例如《1947 序曲》及《玉山頌》等，以歌頌台灣

為主，震撼人心。在台灣的音樂發展歷史上，蕭泰然佔有一席相當重要的

地位，他用音樂將自己與台灣這塊土地緊緊的相連在一起。 
 
 

第二節  

蕭泰然《1947 序曲》概說 

 《1947 序曲》屬於音樂會式的序曲，其標題的「1947」意指民國三十

六年的台灣，當年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的歷史上是一個撼動整個社會

的重大事件，而這首《1947 序曲》就是為了紀念此一歷史事件而作。雖然

以序曲為名，但是此首樂曲並不只是如一般音樂會的序曲做為開場之用，

就其豐富的內容和長達近二十分鐘的演奏時間而言，這個作品實質上更為

接近一首形式自由的交響詩。誠如作曲家自己的闡述，這首樂曲『不只是

做為開場白，而是一種自由的音樂形式，我希望每一位聽者都能有自己的

感受與聯想。』30  

蕭泰然並不是第一位以二二八事件為題材來創作音樂的作曲家，在他

之前有郭芝苑於 1992 年寫作的台語藝術歌曲作品〈啊！父親〉，以及許常

惠於 1993 年完成的合唱與管弦樂曲《祖國頌之二：二二八紀念歌》。在蕭

泰然之後也有楊聰賢於 1996 年為中提琴獨奏與弦樂、豎琴、打擊樂創作的

《悲歌》。在這些樂曲中，以《1947 序曲》最常被演出。31 

 1986 年時，蕭泰然雖已是 48 歲的年紀，但仍保持積極學習的態度，毅

然進入加州州立大學洛杉磯分校音樂研究所就讀，並於次年完成學業，取

                                                 
30林淑芬〈愛與希望的植栽者－蕭泰然以音樂潤澤台灣人心〉，林衡哲主編《深情的 

浪漫－蕭泰然音樂世界選輯》（台北：望春風文庫，1999），頁 259。 
31陳宏略《蕭泰然 1947 序曲之研究與指揮詮釋》（台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 92 級碩 

士論文），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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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作曲碩士的學位。在這個階段的學習中，他更清楚的確定自己的創作方

向，同時作曲的技巧也更為精進。1988 年創作的《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

是蕭泰然邁向成熟時期的重要里程碑，後來他又陸續完成了《C 大調大提

琴協奏曲》及《c 小調鋼琴協奏曲》兩首傑出的作品。在這三首協奏曲之後，

蕭泰然緊接著創作的大型作品就是《1947 序曲》，而在創作此首樂曲的過程

中，由於作曲家經歷了一場突如其來、生死交關的考驗，也因此增添了《1947

序曲》的傳奇性色彩。 
 

1993 年，林宗義先生向蕭泰然建議：32在 1995 年，中日甲午戰爭將屆

滿一百年，若能創作一首有關台灣歷史的作品，將會很有意義。蕭泰然接

受林宗義的建議，在 1993 年的年底開始進行創作，但是並非以甲午戰爭為

背景，而是以二二八事件為基礎，並融入作曲家本身對台灣這數百年來的

歷史之反思為方向而作的《1947 序曲》。33樂曲的創作才進行了兩頁，蕭泰

然就因為大動脈血管瘤破裂，生命垂危。還好，在許多台灣友人的奔走與

協助之下，緊急住進醫院，並請到日籍醫師橫山大夫（Dr. Yokoyama）為他

進行手術，才挽回了性命。34 

後來，蕭泰然在回憶起當時生死攸關的時刻，他清晰的記得：『當時血

管迸裂，幾近於死，連醫生也宣告已經沒有希望，我只有禱告上帝：我的

《1947 序曲》還沒有完成，總共要寫六、七十頁，現在才寫了兩頁，如果

我死了，誰要幫我完成？』35大病初癒之後，雖然身體未完全康復，但蕭泰

然以其堅強的意志力，繼續創作，並在 1994 年的 7 月完成了全曲。 

                                                 
32林宗義先生是旅居溫哥華的精神醫學家，曾榮任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專業顧問及世 

界心理衛生聯盟終身名譽總裁，其父林茂生是美國哥倫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於台灣

大學，於二二八事件受難。 
33李宗榮〈親自登「台」演奏《1947 序曲》〉，林衡哲主編《深情的浪漫－蕭泰然音樂 

世界選輯》（台北：望春風文庫，1999），頁 150。 
34蔡明雲，頁 149。 
35林淑芬，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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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 序曲》完成後，原本預定於 1995 年 2 月 28 日配合台北的二二

八紀念碑設立，舉行世界的首演，但是卻因為當時沒有舉辦大規模的紀念

音樂會而取消。後來在女高音黃美星的努力奔走以及僑界的動員之下，終

於在 1995 年 6 月 3 日，於美國加州奧克蘭市（Oakland）舉行首演，當時是

由魏斯甘尼（Wes Kenney）指揮奧克蘭青少年管弦樂團，加上由台灣同鄉

所組成的百人大合唱團共同合作演出，而女高音獨唱則由黃美星擔綱。這

個世界首演贏得全場熱情的掌聲，也引起了聽眾高度的共鳴。36在世界首演

獲得盛大的成功之後，同年 7 月 10 日，再度由魏斯甘尼帶領奧克蘭青少年

管弦樂團，於台北國父紀念館舉行台灣的首演，蕭泰然也在演出中親自擔

任鋼琴的部分。37 
 

蕭泰然長年旅居美國，他將對故鄉的懷念之情傾注於音樂之中，因此，

其作品經常充滿著濃厚的台灣家鄉情懷。修讀碩士期間更在韓裔美籍作曲

家金教授的引領之下，明確的定位出：以台灣民謠為主體，融合西方作曲

技巧的創作方向。著名的作曲家及音樂學者許常惠教授曾表示：『台灣藝術

歌曲是從一九九五年蕭泰然開始建立。或許在之前台灣也有不少原創的歌

曲，但是真正有系統、並創作出足以在學術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藝術歌曲

（Lieder）的台灣歌曲，當屬蕭泰然。』38不只是在藝術歌曲方面，蕭泰然

在其器樂作品中，也經常努力的將台灣民謠藝術化，《1947 序曲》就是其中

最佳的例子之一。 

在《1947 序曲》中，蕭泰然引用了多首台灣民謠，包含〈悲歌〉、〈港

邊惜別〉以及〈一隻鳥仔哮啾啾〉等，另外也將自己所寫的兩首同樣具有

                                                 
36林衡哲〈蕭泰然為台灣人民創造文化奇蹟〉，林衡哲主編《深情的浪漫－蕭泰然音 

樂世界選輯》（台北：望春風文庫，1999），頁 143-149。 
37李宗榮，頁 150。 
38顏華容，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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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謠風格的合唱曲〈台灣翠青〉和〈愛與希望〉放入此作品，因此，這首

《1947 序曲》充滿了濃濃的台灣味。而這些民謠經過作曲家的巧妙變化以

及適切的配器與編排，一方面充分的表現其美妙的旋律，另一方面也得以

別具意義的發揮其在台灣的歷史上所代表的特殊時代性。 

蕭泰然的《1947 序曲》具有音樂史詩的風格，如同俄國作曲家柴科夫

斯基（Pyotr Tchaikovsky, 1840-1893）於 1880 年所創作的《1812 序曲》一

般，都是以音樂來記敘一段特別的歷史。在《1812 序曲》中，柴科夫斯基

藉由音樂述說著俄國軍隊於 1812 年在莫斯科英勇的對抗拿破崙（Napoléon 

Bonaparte）所率領的數十萬法國大軍，並將他們徹底擊潰，贏得勝利的光

榮歷史。而蕭泰然以二二八事件為基礎，並回顧了從十六世紀葡萄牙人在

航海中看到台灣時驚呼「Ilha Formosa！」開始起，到二十世紀這四百多年

來的台灣歷史，最後融入他本身心繫於台灣的濃厚情感以及對這塊土地的

希望，譜成了《1947 序曲》。雖然歷史中有悲情，但樂曲則以愛與希望為中

心思想，誠如作曲家的自我期許：『我盼望能用音樂、用愛來為二二八療傷』

以及『序曲不是悲歌，而是要帶出盼望。』39《1947 序曲》可以說是蕭泰

然以音樂傳達出他對所熱愛的土地之關心及期望的心情之最佳代表作。 

 

第三節 

蕭泰然《1947 序曲》樂曲分析 

 《1947 序曲》是一首形式自由的音樂會序曲，在樂曲中，蕭泰然以反

思台灣歷史的角度，採用敘述性的手法來鋪陳音樂，每個樂段皆有其象徵

性的意義。作曲家本身曾經在接受訪問時，說明有關此作品的主要佈局： 

曲子一開頭用強烈的管弦樂奏出悲鳴怒吼的氣氛，以象徵四百年

來台灣人的悲哀與憤怒，當中加進強烈的鋼琴來強化。我將台灣很少

人唱的民謠〈悲歌〉寫入，隨後在哀怨的弦樂器樂句之後，將嘉義民

                                                 
39林淑芬，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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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一隻鳥仔哮啾啾〉連接進去。隨後是描述台灣人從悲哀中醒來，

在戰鬥詩味道裡，將抗日與二二八寫進去。然後以合唱團大喊「I Lhas 

Formosa！」製造戲劇性轉換效果。最後在冥想般的禱告音樂中，表達

愛、痛苦與希望等等，虔誠祈求悲劇不再發生。我用鄭兒玉的〈台灣

翠青〉台語詩寫成像西貝流士如聖樂平靜的聖詠曲。40 

根據上述所引用之說明，可以大略瞭解樂曲的主要梗概。此曲雖以自

由的形式寫成，但段落分明，結構清晰，整個作品分成序奏及五大樂段。

如前所述，作曲家以敘述性的手法來鋪陳音樂，並在每個樂段中表現台灣

歷史上的特別時期或事件，因此，在分析這個作品時，必須能瞭解各樂段

所要傳達的意義，方可掌握全曲，下面首先以表列的方式，呈現各樂段之

內在意涵： 

 
表二之 1 蕭泰然《1947 序曲》各樂段之內在意涵 

 
樂 段 
小節數 速度 主 要 內 在 意 涵 

序奏 

1-14 

Allegro 
Moderato 

 

以強烈的銅管、定音鼓與低音弦樂開始，表現台

灣人的悲情與憤怒，鋼琴代表不願屈服的反抗力

量。 

第一段 

（引用民謠） 

15-83 

Andante 
Adagio 
Andante 

引用風格哀怨的台灣民謠〈哭喪調〉及〈港邊惜

別〉來傳達數百年來台灣人民受外邦統治的悲慘

命運，而〈一隻鳥仔哮啾啾〉則是紀念台灣志士

抗日失敗的史蹟。 

第二段 
（戰鬥） 

84-171 

Allegro 
Moderato 
Allegro 
Vivace 

先以取自序奏的強烈動機表現台灣人民從悲哀中

醒過來，接著以熱烈的快板表現歷史上的抗日及

二二八等戰鬥和對抗的情景。 
 

第三段 
（愛與希望） 

172-258 

Andante 以〈愛與希望〉這首歌曲來撫平二二八的傷痕。 

                                                 
40李宗榮，頁 151。 

22



第四段 
（戰鬥） 
259-339 

和第二

段相同 
和第二段相同 

第五段 
（台灣翠青） 

340-399 

Moderato 以〈台灣翠青〉這首歌曲表現聖詠般的風格，並

傳達出建國的理想，及崇尚和平的世界觀。 

 

 由表二之 1 中可以清楚的掌握全曲之主要內涵，其中，強烈的序奏代

表著人民悲憤的心情；第一、三、五大段，分別藉由不同的民謠及創作歌

曲暗示台灣曾經經歷過的歷史及事件；第二、四大段則表現出戰鬥的情景。

若對照各段所使用的速度，還可以發現：在序奏、第二及第四大段中，主

要是以快板為基礎，音樂也傾向器樂式的風格，表現出激烈的反抗與戰鬥

情景；而第一、三、五大段以歌樂風格為主，所採用的速度則為溫和的行

板或慢板等，藉此表現人們內心的感受與對未來的期望。 

因為民謠在本作品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接下來的分析中，

首先將探究作曲家所使用的民謠，然後再詳細分析整個作品。 

 

 

《1947 序曲》是以台灣歷史為主要背景，蕭泰然很自然的使用具有台

灣風味的民謠於其中，這些民謠，不僅旋律優美具有親和力，作曲家同時

也借用民謠本身所含的特別意義，來傳達自己的音樂思想。有關此作品所

使用的民謠，可以分成：引用自傳統的台灣民謠以及蕭泰然自己的創作曲

兩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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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在說明樂曲的佈局時所稱的〈悲歌〉，其源流應該是流傳於民間

的〈哭調〉或〈哭喪調〉。一般台灣民間的習俗，已出嫁的女兒聽聞父母親

去世的消息之後返回娘家奔喪時，都會在接近家門時邊跪邊爬，並且大聲

哭喊，藉此表達對父母過世之悲傷情緒，同時感念他們的養育之恩。通常，

人在極度悲傷時不會刻意唱出一定的曲調，而且〈哭喪調〉應該也不是一

般人想要練習演唱的歌曲，所以它並沒有一個絕對標準的唱法，但是經過

長期的流傳之後，形成了一個基本形式，如譜例二之 1。41 
 

譜例二之 1：台灣民謠〈哭喪調〉 
 

 
這個〈哭喪調〉的部分曲調，也經常被使用在表現離別、怨嘆或思念

等悲傷情緒濃厚的民謠中，而其中有點近似於哭嚎語調的三度進行，更是

常見，例如〈三聲無奈〉、〈青蚵嫂〉、〈相思燈〉…等歌曲皆可發現相似的

音型。而 1938 年，由陳達儒作詞，吳成家作曲的〈港邊惜別〉（見譜例二

之 2），也同樣可以發現類似〈哭喪調〉的音型及風格。 

 
 
 
 
 
 

                                                 
41陳宏略，頁 72。 

24



譜例二之 2：吳成家作曲〈港邊惜別〉 
 

 
 這首〈港邊惜別〉發表於 1938 年，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兒女的婚姻都

由父母親決定，因此，相互愛戀的情侶往往因為家長的反對而無法結合。

陳達儒所寫的歌詞中，就是敘述被迫分開的戀人，他們在港邊離別時那種

無奈、哀戚的情景，而吳成家所譜的旋律，以傷感的小調表達一種灰暗、

無望的心情，整首歌曲充滿了豐富的感情。此歌曲開始時的音型與〈哭喪

調〉也非常類似（請比較譜例二之 1 第 3、4 小節及譜例二之 2 第 1 小節）。 
在《1947 序曲》中，蕭泰然首先引用了〈哭喪調〉中的曲調，略加修

改而成了所謂的〈悲歌〉主題（見譜例二之 3）。這個主題充滿感情，特別

是由音色優美且帶有鼻音的雙簧管演奏，更能表現出悲哀的氣氛。 
 

譜例二之 3：蕭泰然《1947 序曲》，第 14-1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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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這個〈悲歌〉主題之後，音樂進入作曲家自己所稱的：哀怨的弦

樂器樂句。這個樂句全由弦樂部主導，再次表現出如泣如訴的哀傷情懷。

而由第一小提琴主奏的主題（見譜例二之 4），則是引用了前述由陳達儒作

詞，吳成家作曲的〈港邊惜別〉，蕭泰然除了省略了這首歌曲中的一些小音

符及改變一點節奏之外，並未做太多的改寫（請比較譜例二之 2 及譜例二

之 4），在音樂的表現上，則藉由這首表達離別的傷感歌曲，延續了〈悲歌〉

的哀傷情感。 

 
譜例二之 4：蕭泰然《1947 序曲》，第 39-46 小節 

 

 

 第三首被引用在《1947 序曲》中的台灣民謠是流傳於嘉義的〈一隻鳥

仔哮啾啾〉（見譜例二之 5）。甲午戰爭失敗後，滿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而當時的愛國志士不願意接受日本統治，所以群起反抗，最後不敵，並在

嘉義失守。這些抗日志士死傷眾多，而人們在回憶這段悲痛的事蹟時就傳

唱著〈一隻鳥仔哮啾啾〉這首歌曲，其中第二段歌詞即是暗指因為日本人

的入侵，家園遭受破壞，台灣人民心中充滿著痛苦與憤怒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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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5：臺灣民謠〈一隻鳥仔哮啾啾〉 
 

 

蕭泰然將〈一隻鳥仔哮啾啾〉這首歌曲放入《1947 序曲》中，他只是

將節奏部分略作變化，其餘大都依照原本的民謠來寫作，其中比較特別的

是，他偶而將主音（e 小調）降低半音，如此使得這個原本就屬悲傷風格的

旋律增加了哀戚的感覺（見譜例二之 6）。 
 

譜例二之 6：蕭泰然《1947 序曲》，第 70-74 小節 
 

 

除了上述〈哭喪歌〉、〈港邊惜別〉及〈一隻鳥仔哮啾啾〉三首民謠的

引用之外，蕭泰然也將自己所創作，並同樣具有民謠風格的兩首合唱曲放

在這首作品中，第一首是他在 1993 年以詩人李敏勇的詩所創作的〈愛與希

望〉。42詩中主要是懷念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的人，並強調以愛與希望來取

代死亡和仇恨，歌詞內容如下： 

                                                 
42李敏勇，1947 年生，曾任笠詩刊主編、台灣文藝社長、台灣筆會會長、鄭南榕基金 

會董事長、圓神出版事業機構社長、台灣和平基金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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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一欉樹仔，在咱的土地，不是為著恨，是為著愛。 

 種一欉樹仔，在咱的土地，不是為著死，是為著希望。 

 二二八這一日，你我做伙來思念失去的親人。 

 從每一片葉仔，愛與希望在成長。 

 樹仔會釘根在咱的土地，樹仔會伸上咱的天。 

 黑暗的時陣，看著天星，在樹頂閃熾。43 

  

在《1947 序曲》中，這首〈愛與希望〉先以女高音獨唱的形式出現（見

譜例二之 7）隨後再依序帶出女聲齊唱和混聲四部合唱。 
 

譜例二之 7：蕭泰然《1947 序曲》，第 174-181 小節 

 
 
 

                                                 
43摘錄自蕭泰然《1947 序曲》總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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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首是〈台灣翠青〉，這是取自鄭兒玉所作的台語詩為歌詞而創作的

歌曲，44詩中表露出建國的理想，及崇尚和平的世界觀，歌詞的內容如下： 

  太平洋西南海邊，美麗島台灣翠青。 

  早前受外邦統治，獨立今在出頭天。 

  共和國憲法的基礎，四族群平等相協助。 

  人類文化，世界和平，國民向前貢獻才能。45 

這首〈台灣翠青〉出現在《1947 序曲》的最後樂段，首先以弦樂聲部

為主導，使用中板的速度，在簡樸優美的旋律中，配上和諧飽滿的和聲，

營造出如聖詠般的風格（見譜例二之 8）。合唱的部份則先以平靜穩定的感

覺加入，隨後逐漸的推向光明燦爛的高潮。  
 

譜例二之 8：蕭泰然《1947 序曲》，第 339-347 小節

 
                                                 

44鄭兒玉，1922 年生，曾任台南神學院教授、嘉義布袋教會牧師。 
45摘錄自蕭泰然《1947 序曲》總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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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曲分析 

《1947 序曲》中所使用的樂團以兩管編制為主，作曲家為了增強低音

聲部，特別加入了低音銅管（兩支長號及一支低音號）。在敲擊樂器方面，

除了定音鼓之外，還有小鼓、鈸、管鐘及三角鐵等四項樂器，而鋼琴也占

有重要的份量。人聲方面則包含女高音獨唱及混聲四部合唱。下面以表列

方式呈現此樂曲之配器編製： 
 

表二之 2 蕭泰然《1947 序曲》之樂團編制一覽表 
 

分類 樂器及數量 

長  笛 2 
雙簧管 2 
單簧管 2 

 
木管 

低音管 2 
法國號 4 
小  號 2 
長  號 2 

 
銅管 

低音號 1 
敲擊 定音鼓 1 組，小鼓、管鐘、

三角鐵各 1，鈸一對 

鋼琴 1 
弦樂 五部 

聲樂 女高音 1 ，混聲四部合唱

 

接下來將就《1947 序曲》之曲式、樂句結構、配器及調性，進行綜合

分析，為了有系統的逐段逐句進行，以下首先整理出樂曲之小節句分析表，

在表中清楚的呈現整個樂曲的曲式內容、樂句結構以及對應的調性和速

度，後續的分析也將依此表中的樂句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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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之 3 蕭泰然《1947 序曲》小節句分析表 
 

曲式內容 小節數 樂句結構 調性 速度 
序奏 
 
 
 

1-14 
1-4 
5-10 
11-14 

 
2*2 
2*3 
2*2 

 
a 
a 
a 

 
Allegro Moderato 
 
 

第一段（引用民謠） 
〈悲歌〉 
 
 
 
〈港邊惜別〉 
 
 
過門樂句  
〈一隻鳥仔哮啾啾〉 
 
 
 

15-83 
15-22 
23-26 
27-34 
35-38 
39-46 
47-53 
54-60 
61-64 
65-69 
70-74 
75-79 
80-83 

 
4*2 
2*2 
4*2 
2*2 
4*2 
4+3 
4+3 
4 
2*2+1 
4+1 
2*2+1 
1+3 

 
a, e 
a 
a, e 
e 
e 
e 
e 
e 
e 
e 
e 
e 

 
Andante 
 
 
 
Adagio 
 
 
 
 
Andante 
poco Agitato 
 

第二段（戰鬥） 
序奏主題再現 
 

〈戰鬥詩〉I 
 
 
 

〈悲歌〉主題 
 
〈戰鬥詩〉II 
 
 

推移 I 

I Lhas Formosa 
推移 II 

84-171 
84-87 
88-93 
94-95 
96-99 
100-103 
104-107 
108-111 
112-113 
114-117 
118-121 
122-125 
126-129 
130-133 
134-137 
138-141 
142-147 
148-153 
154-157 

 
2*2 
2*3 
2 
2*2 
4 
2*2 
4 
2 
2*2 
2*2 
2*2 
4 
2*2 
4 
2*2 
2*3 
2*3 
4 

 
a 
a 
a 
a, e 
e, b 
b, f# 

f# 
e,  
a 
e 
a, e 
e, b 
b, f# 
f#, A 
A 
a 
a, C 
C, e 

 
（AllegroModerato） 
 
 
Allegro Vivace 
 
 
 
 
Allegro Moderato 
 
a tempo (Allegro 
Viv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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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61 
162-165 
166-171 

4 
4 
4+2 

e, d 
C 
C 

 

第三段（愛與希望） 
前導 
〈愛與希望〉I 
 
 
 
 
前導 
〈愛與希望〉II 
 
 
 
 
〈愛與希望〉III 
 
 
 
 

172-258 
172-173 
174-181 
182-189 
190-193 
194-198 
199-204 
205-206 
207-214 
215-222 
223-226 
227-231 
232-237 
238-241 
242-244 
245-248 
249-252 
253-258 

 
2 
4*2 
4*2 
2*2 
2+3 
4+2 
2 
4*2 
4*2 
2*2 
2+3 
4+2 
2*2 
2+1 
2+2 
2*2 
2+4 

 
C 
C 
C 
F, G 
C 
C 
C 
C 
C 
F, G 
C 
C 
Db, Eb 
f 
C 
d 
F 

 

第四段（戰鬥） 
序奏主題再現 
 
 
〈戰鬥詩〉I 
 
 
 
 
〈悲歌〉主題 
 
〈戰鬥詩〉II 
 
 
 
推移 I 
 

259-339 
259-262 
263-268 
269-270 
271-274 
275-278 
279-282 
283-286 
287-288 
289-292 
293-296 
297-300 
301-304 
305-308 
309-312 
313-316 
317-322 

 
2*2 
2*3 
2 
2*2 
4 
2*2 
4 
2 
2*2 
2*2 
2*2 
4 
2*2 
4 
2*2 
2*3 

 
F, a 
a 
a 
a, e 
e, b 
b, f# 
f# 
e,  
a 
e 
a, e 
e, b 
b, f# 
f#, A 
A 
a 

 
Allegro Moder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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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has Formosa 
推移 II 
 

323-328 
329-336 
337-339 

2*3 
2*4 
3 

a, C 
C  
(V7/D)

 
 
 

第五段（台灣翠青） 
〈台灣翠青〉I 
 
 
 

〈台灣翠青〉II（合唱） 
 
 
 
〈台灣翠青〉III（合唱） 
 
 
 
尾聲 
 

340-399 
340-343 
344-347 
348-351 
352-357 
358-361 
362-365 
366-369 
370-375 
376-379 
380-383 
384-387 
388-392 
393-396 
397-399 

 
2*2 
2*2 
2*2 
2*3 
2*2 
2*2 
2*2 
2*3 
2*2 
2*2 
2*2 
2*2+1 
2*2 
1+2 

 
D 
D 
D 
D 
D 
D 
D 
D 
E 
E 
E 
E 
E 
E 

 
Moderato 
 
 
 
 
 
 
 
 
 
 
Allargando 
a tempo, accel. 
 

 

 序奏第一句（1-4 小節）：樂曲以中庸的快板（Allegro Moderato）開始，

由銅管與低音弦樂器以很強的力度在四個八度上齊奏，配合定音鼓的滾奏

表現出極為震撼的力量（見譜例二之 9）。此處刻意強調低音聲部厚實的音

色，且調性以 a 小調為主，因此色彩較暗，就如作曲家所言「用強烈的管

弦樂奏出悲鳴怒吼的氣氛，以象徵四百年來台灣人的悲哀與憤怒…。」46第

3 小節時，鋼琴以帶有三連音的動機出現，逐次漸強，並有低音管及單簧管

增強其節奏音型，這是作曲家所稱的反抗力量。 

 
 

                                                 
46李宗榮，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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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9：蕭泰然《1947 序曲》，第 1-4 小節 

 

 
 序奏第二句（5-10 小節）：此樂句以每兩小節為單位，結構工整，調性

雖仍在 a 小調上，但其和聲則以屬和弦為主。首先在第 5 小節時，主要旋

律的部分由高音木管樂器和小提琴取代了前面的低音銅管與低音弦樂，使

得音響色彩由灰暗轉為明亮。小鼓在強拍上規律的節奏與單簧管和大提琴

在弱拍上互相搭配，形成推進音樂的重要動能。第 7 小節時，在總奏的支

撐下，小號以富有節奏性的號角般音型（見譜例二之 10），逐漸增強而將音

樂推至一個高點。第 9 小節重複第 7 小節的音樂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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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10：蕭泰然《1947 序曲》，第 7-8 小節 

 

 序奏第三句（11-14 小節）：這個樂句可視為連接下一樂段的橋樑。在

總奏的高點之後隨即漸弱，大提琴聲部以附有三連音的節奏動機主導音樂

的前進，低音提琴輔以簡化的音型，而單簧管及低音管做和聲支撐。第一

小提琴以長音 e3 持續整個樂句，其透明清亮的高音，豐富了音樂的背景色

彩。鋼琴先以帶有附點的頑固音型使節奏活潑化，至第 13 小節時，改為簡

單的四分音符，配合低音提琴，以 a 小調的屬音穩定節奏的進行，最後漸

弱而慢，準備進入下一樂段。  

 

 〈悲歌〉第一句（15-22 小節）：速度轉為行板（Andante），結構上分

為前後句，各有 4 小節。〈悲歌〉主題（請參考譜例二之 3）由音色優美帶

有鼻音的雙簧管獨奏，表現出濃厚的哀傷情感，弦樂部份演奏顫音，製造

出如低聲啜泣般的效果，而鋼琴的和弦琶音與三角鐵晶亮的音色，則極為

巧妙的襯托出主奏樂器的明亮音質。在調性上，先延續前面 a 小調的進行，

至樂句後半時（第 19 小節）很自然的轉到 e 小調。此樂句的末尾，第二部

雙簧管加入，與第一部進行簡單的對位，準備將音樂帶入小小的過門樂句。 

 〈悲歌〉第二句（23-26 小節）：這 4 個小節屬於經過性的樂句，結構

是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兩部雙簧管延續前一樂句的簡單對位前進，兩部

長笛以上行音階及下行琶音進行傳遞，並以定音鼓妝點下行琶音的部份，

而法國號則配以輕柔的和聲式進行（見譜例二之 11）。此處的配器手法相當

細膩，作曲家巧妙的運用了雙簧管的抒情性格、長笛的靈活特質與法國號

的溫暖和聲，創作出層次分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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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11：蕭泰然《1947 序曲》，第 23-24 小節 
 

 
  

〈悲歌〉第三句（27-34 小節）：這個樂句與〈悲歌〉第一句的結構一樣，

主題也相同並仍由第一部雙簧管擔任，第二部雙簧管則延續前一過門樂

句，以和聲相襯。另外，第一部單簧管以序奏的主題動機加入，並傳遞給

第一部低音管，這與雙簧管的〈悲歌〉主題形成對位式的進行，使得旋律

線條變得豐富。伴奏的背景部份，作曲家將〈悲歌〉第一句中所出現的弦

樂顫音與鋼琴和三角鐵的節奏陪襯，改為法國號以和聲作為支撐，而低音

弦樂用撥奏加強重要拍點（見譜例二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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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12：蕭泰然《1947 序曲》，第 27-34 小節 

 
 〈悲歌〉第四句（35-38 小節）：此處的 4 小節句與〈悲歌〉第二句一

樣屬於經過性樂句，但使用的素材與配器均較為精簡，由兩部長笛以對位

式的旋律主導，弦樂則使用顫音提供和聲支撐，最後漸弱而漸慢進入下一

樂句。 

 〈港邊惜別〉第一句（39-46 小節）：速度轉為「慢板」（Adagio），由

此進入作曲家所稱的「哀怨的弦樂器樂句」。這個旋律淒美的民謠主題由第

一小提琴主奏，第二小提琴或以節奏性的音型填補長音的空檔，或以和諧

的平行三度跟隨主題前進，其餘弦樂則配以和聲。此處是這首樂曲第一次

出現由弦樂群主導的樂句，與前面相較，配器效果顯得純淨而有新鮮的美

感，而弦樂器優美的音色更是表現這個哀怨的旋律之最佳選擇。另外，第

一部雙簧管以取自主題的片段旋律呼應著主題，其獨特帶有鼻音的恬美音

色，更增添了幾許淒涼與哀怨的味道（見譜例二之 13）。在前面民謠的分析

中論及，蕭泰然並未改變〈港邊惜別〉的主要旋律，僅微幅調整節奏的部

份，而此樂句的第 44 及 46 小節就短暫的轉為 6/4 拍子，作曲家藉此確定強

拍的位置以及維持樂句進行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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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13：蕭泰然《1947 序曲》，第 39-42 小節 

 
 〈港邊惜別〉第二句（47-53 小節）：此處延續前一樂句的進行，但力

度增強，並藉由音域的提升，增加了音樂的張力。配器仍以弦樂主導，而

擔任對位聲部的雙簧管在樂句開始時與第一小提琴齊奏，增強了主題的明

亮度，之後便消失，到第 51 小節時改由兩支長笛與弦樂聲部做回應。在拍

子的變化上，第 50 和 53 小節時，短暫改為 6/4 拍子，其作用與前一樂句相

同。 

 〈港邊惜別〉第三句（54-60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是反覆前一樂句，

除了開始時以第二部長笛取代雙簧管，以及最後（第 60 小節）為了銜接下

一過門樂句而稍稍改變旋律，並維持 4/4 拍的進行之外，其餘皆與前一樂句

相同。 

 過門樂句（61-64 小節）：音樂仍由弦樂部份擔任：第一小提琴主奏旋

律，大提琴以規律的下行撥奏（撥奏僅標示在大提琴的分譜，總譜上漏掉

此記號）陪襯，其餘弦樂輔以和聲支撐。這個 4 小節句一方面是〈港邊惜

別〉這個樂段的尾聲，同時也具有橋樑的功用，連接至下一個段落。 

 〈一隻鳥仔哮啾啾〉第一句（65-69 小節）：延續前一樂段的慢板，這 5

個小節是進入〈一隻鳥仔哮啾啾〉主題的前導樂句。配器與所使用的素材

仍屬簡潔清晰，可分成三個層次：一、在主題的部份，以第一部單簧管抒

情簡樸的旋律為中心，第一部長笛使用〈一隻鳥仔哮啾啾〉的片段動機與

之形成對位；二、和聲的部份主要由法國號擔任；三、定音鼓以 E 音持續

的頑固節奏型態，除了穩定節奏的功能之外，也補強了和弦的根音，而三

角鐵間歇式的節奏配合著長笛使其高音顯得更為晶亮。整個樂句均維持很

弱的力度，鋪陳了一個寧靜的氛圍（見譜例二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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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14：蕭泰然《1947 序曲》，第 65-69 小節 

 

 〈一隻鳥仔哮啾啾〉第二句（70-74 小節）：速度轉為「行板」（Andante），

主題由第一部雙簧管演奏，其獨特帶有鼻音的恬美音色，適切的表現出此

首民謠的悲傷氣氛，而弦樂（低音提琴除外）擔任和聲的部份並全以顫音

演奏，因此改變了前一樂句的寧靜氣氛，製造了急促、紛亂的效果，似乎

暗示著抗日志士內心的焦急之情（見譜例二之 15）。在第 74 小節時，拍號

暫時轉為 6/4，作曲家刻意將旋律中的主音降低半音，增添了些許哀戚之

情。定音鼓隨後以節奏性的音型加入，填補了主旋律長音的空隙。 

 

譜例二之 15：蕭泰然《1947 序曲》，第 70-74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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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鳥仔哮啾啾〉第三句（75-79 小節）：作曲家在此標有「稍為激

動」（poco Agitato）的指示，〈一隻鳥仔哮啾啾〉的主題在節奏上略經修改，

首先由第一部單簧管帶出，再由第一部雙簧管與第一小提琴聲部承接。伴

奏的部份，弦樂持續前一樂句的顫音（低音提琴於第 77 小節時加入），並

配合定音鼓的滾奏，逐漸增強力度，製造激動的氛圍。如此，藉由力度的

增強與漸往上行的主旋律，將音樂推進至強奏的高點（見譜例二之 16）。 

 
譜例二之 16：蕭泰然《1947 序曲》，第 75-79 小節 

 

〈一隻鳥仔哮啾啾〉第四句（80-83 小節）：此處的 4 小節句是這個樂

段的尾聲，而同時也是連接下一樂段的過門樂句。在激動的強奏高潮之後，

力度隨即減弱，弦樂由前一樂句的激烈顫音轉為輕柔的和聲，第一部單簧

管先以簡單的音型回應小提琴的旋律，之後便以 e 小調的屬音加入弦樂的

和聲部份。自第 81 小節起，藉由定音鼓的頑固節奏音型，將音樂逐漸帶入

下一樂段，而此頑固音型包含著三連音與二連音的節奏型態，與序奏連接

至第一段的過門樂句極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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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奏主題再現第一句（84-87 小節）：在鈸的一聲強奏之下，開啟了第

二段的音樂。作曲家將序奏中代表著悲鳴憤怒的主題再度使用，不過，此

處將原本主題以較長音符時值所呈現出的穩重嚴肅性格，改為短音符時

值、帶有附點與三連音並以弱起拍開始的活潑音型，同時以卡農的手法由

長號與小號進行競奏（見譜例二之 17）。第 86、87 小節，除了力度較為溫

和以及增加了小號的附點節奏音型和中提琴的顫音之外，其餘和序奏第 3、

4 小節相同。 
 

譜例二之 17：蕭泰然《1947 序曲》，第 84-85 小節 

 

 序奏主題再現第二句（88-93 小節）：與序奏第二句（5-10 小節）相同。 

 序奏主題再現第三句（94-95 小節）：此樂句與序奏第三句同樣具有橋

樑的性質，但縮短為 2 小節，而且因為即將接入快速激昂的樂段，所以在

此持續著前一樂句總奏的高潮，不像序奏時是漸弱而慢的進行。由於定音

鼓的加入，使音響更為豐富，第一小提琴以震音（trill）增強了張力，同時

藉由第一部雙簧管、兩部單簧管、以及弦樂的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

琴聲部在第二、四拍上的三連音為主要動能，將音樂推進至下一樂句。 

 〈戰鬥詩〉I 第一句（96-99 小節）：速度進入「活潑的快板」（Allegro 

Vivace），樂句的結構工整，包含兩個 2 小節句。首先在定音鼓的附點式節

奏音型伴奏下，由第一小提琴聲部及第一部長笛帶出同樣具有附點的活潑

躍動式主題（見譜例二之 18），第一部雙簧管在低八度上齊奏，而其餘木管

樂器配以短促的和聲進行。樂句後半時，第一小提琴的主題由兩部雙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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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八度齊奏予以增強，兩部長笛以上行音群做簡潔的回應，而單簧管、

低音管與法國號的和聲部份則配合主題以切分音的節奏進行。 

 

譜例二之 18：蕭泰然《1947 序曲》，第 96-99 小節（主題） 

 

 〈戰鬥詩〉I 第二句（100-103 小節）：第一小提琴繼續主導旋律之進行，

其反覆的節奏型態及漸往上升的音型具有推移的作用（見譜例二之 19），而

這種在弱拍上安排三連音的節奏模式已經在「序奏」以及「序奏主題再現」

的樂段中出現過多次，且將會繼續被作曲家使用在這首樂曲的許多過門或

推移的樂句中，然其最早則是來自於鋼琴在第 3 小節時所代表的「反抗力

量」動機。此樂句的配器仍以弦樂為主，第二小提琴與中提琴分別以齊奏

或反向進行輔助第一小提琴的主題。低音弦樂結合第一部長號（第二長號

與低音號在樂句末尾時加入）以規律的斷奏配合兩部單簧管提供跳躍式的

低音與和聲背景，而小鼓的躍動式節奏具有穩定速度及推進音樂之功能。

兩部長笛在第 101 小節時，以上行的三連音音群增加了漸強的能量。 
 

譜例二之 19：蕭泰然《1947 序曲》，第 100-103 小節 

 
  

〈戰鬥詩〉I 第三句（104-107 小節）：此樂句與〈戰鬥詩〉I 第一句（96-99

小節）的結構相同，是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而使用的素材也相似，但調

性轉到 f#小調，同時力度增強，配器方面也因為使用全部弦樂聲部而更為

豐富。樂句前半時，兩部小提琴在八度上齊奏主題，並有第一部長笛與第

一部雙簧管的重疊進行，而低音弦樂與低音管的上行音階，和具有下行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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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的主題形成反向進行，小鼓則接續前一樂句的躍動式節奏。樂句後半時，

兩部長笛的音群式回應與管樂的切分音節奏照舊（低音弦樂加入），第二小

提琴和中提琴的三連音音型增加了伴奏背景的流動性。 

 〈戰鬥詩〉I 第四句（108-111 小節）：此樂句與〈戰鬥詩〉I 第二句（100-103

小節）相似，但和聲色彩變化快速，從 f#小調開始，經過 ab、bb、c，每個

小節轉換一次，因此產生了較為緊張的戲劇性。小提琴和中提琴所使用的

素材照舊。略經變化的序奏主題片段動機，由低音弦樂、低音管及長號齊

奏（見譜例二之 20），隨著其音域漸往上升，並配合低音號、小號、雙簧管

及單簧管的節奏性伴奏，產生了強烈的推進力量。在第 110 小節時，鋼琴

加入，序奏主題片段動機的節奏更為緊湊，並逐漸轉為三連音的音型，持

續擴增音樂之張力，而此時的配器效果也在法國號加入之後呈現總奏的豐

富音響。 
 

譜例二之 20：蕭泰然《1947 序曲》，第 108-110 小節 

 
 〈戰鬥詩〉I 第五句（112-113 小節）：此處的兩小節句與前一樂句應屬

同一推移句，但因其拍號臨時改變，為便於分析，故將之單獨挑出。第 112

小節時，拍子暫時轉為 5/4 拍，音樂持續前一樂句以三連音為主導的推進形

式，第一小提琴延續前一小節漸往上升的音域，並有第一部雙簧管加入齊

奏，而鋼琴轉為上行琶音並漸強推昇能量。第 113 小節轉回 4/4 拍子，作曲

家標註著「逐漸寬廣的」（Allargando）指示，並藉由主旋律的切分音節奏

以及法國號和小號的長音，將前面以三連音為主導的急切推進動力稍做緩

和，而低音提琴及長號較為平穩的下行二連音節奏，則配合定音鼓的滾奏

及整體力度漸強，將音樂推進至下一樂句的強奏高潮。 

 〈悲歌〉主題再現第一句（114-117 小節）：速度轉為「中庸的快板」

（Allegro Moderato），由前一樂句逐漸凝聚的能量在此爆發，並藉由鈸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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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強奏帶出高潮點。〈悲歌〉主題由小提琴在富有張力的高音域主奏，並結

合小號燦爛的音色及雙簧管銳利的強奏，將原本屬於悲傷的主題，轉變成

激昂、壯烈的英雄式風格。樂團全體進入強烈的總奏，定音鼓在第 115 小

節時加入，而鋼琴的厚重和聲與低音弦樂的分解和弦以三連音的節奏製造

緊湊的背景張力，兩部長笛的快速上行音群則增加了戲劇性的效果。 

 〈悲歌〉主題再現第二句（118-121 小節）：此處與前一樂句結構相同，

且配器和使用的素材也相似，但調性轉至 e 小調，低音提琴也改以附點節

奏音型補強和弦的低音。第 121 小節，在主題進入樂句末尾之長音空檔時，

第一部小號接以三連音的節奏音型，以其嘹亮的音色主導音樂的前進，而

在第二拍以滾奏加入的鈸，則以漸強的力度增加了樂團總奏之豐富音響。 

 〈戰鬥詩〉II 第一句（122-125 小節）：此樂句與〈戰鬥詩〉A 第一句

（96-99 小節）完全相同。 

 〈戰鬥詩〉II 第二句（126-129 小節）：此樂句與〈戰鬥詩〉A 第二句

（100-103 小節）完全相同。 

 〈戰鬥詩〉II 第三句（130-133 小節）：此樂句與〈戰鬥詩〉A 第三句

（104-107 小節）大致相同，最大的改變是第一小提琴在樂句的後兩小節

時，以三連音的上行音階取代原先具有切分音節奏的主題。 

 〈戰鬥詩〉II 第四句（134-137 小節）：首先，主旋律是具有上升趨式

的旋律線條配以三連音為基礎的長短式節奏型，由第一小提琴在最高音域

主導，第二小提琴在其下方大致平行的跟隨。低音弦樂、雙簧管與低音管

以三連音為基礎的節奏做和聲的支持，小鼓在弱拍上增強節奏的動能，而

鋼琴的琶音則配合中提琴的三連音一齊提供流動性的伴奏背景。第 136 小

節時，先由中提琴和第二小提琴在平行六度上以規律顫音主導上升的推移

音型，第一小提琴於次一小節加入，而鋼琴亦分成兩個聲部與弦樂的主題

進行齊奏，潤飾了旋律的音色。低音管和小鼓整齊的融入主題的三連音節

奏中，低音弦樂則以快速顫音演奏 A 大調的屬音，除了確立調性之外，也

增加了戲劇性的音響效果。 
 推移 I 第一句（138-143 小節）：此推移句的結構工整，由三個 2 小節

句組成，因為配器轉為精簡，所以音響色彩顯得簡單清晰。主旋律是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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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的主題動機略經變化而成，第一次和第二次出現均由第一部單簧管主

奏，第三次則交由中提琴擔任，而鋼琴在每次樂句末尾以上行琶音與之應

和。低音弦樂以 A 音持續前一樂句的顫音奏法，兩部低音管擔任和聲的部

份（見譜例二之 21）。 
 

譜例二之 21：蕭泰然《1947 序曲》，第 138-143 小節 

 

推移 I 第二句（144-147 小節）：首先將前一樂句的主旋律簡化，由中

提琴繼續主導，第一部低音管與之齊奏。而鋼琴的應和也縮短，並改為下

行音階，由第二部低音管加入齊奏。法國號擔任和聲的部份，大提琴則持

續前面的 A 音。第 146 小節時，主旋律與和聲的節奏一致，產生統一感，

準備推入下一樂句，此處又見到作曲家以三連音當作推移素材的習慣用法。 
I Lhas Formosa（148-153 小節）：作曲家在此安排合唱團出現，以呼喊

的方式唱出「I Lhas Formosa！」，用以表現航行於海上的葡萄牙船長們看到

美麗的台灣時所發出的驚嘆讚美之聲。此處 6 小節句分成前、中、後各 2
個小節：前句屬於醞釀準備階段，低音弦樂以顫音營造緊湊的伴奏背景，

在小提琴與中提琴簡捷有力的後半拍節奏激勵下，鋼琴漸往上升的和弦結

合低音管一齊推進，最後以兩支長笛的上行琶音帶引出中句的合唱部份；

中句時，女聲分成三部，首先唱出「I Lhas Formosa！」，男聲隨後再加入。

樂團部份，小提琴和中提琴分別與女聲合唱齊奏，鋼琴與低音弦樂延續前

句之進行，但和聲改變，低音管改以切分音的節奏，而為了增加氣勢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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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低音號和定音鼓也加入，最後全體漸強。後句時，在鈸的強奏之下，

到達最高點，合唱與上三聲部弦樂及長笛以長音持續強奏的高潮，鋼琴的

琶音提供流動的背景，其音型宛如海上的波浪起伏一般，而雙黃管的適時

加入，其銳利的音色及所使用的頑固音型，很容易讓人聯想到如同海鷗出

現一般，兩部低音管則在強拍輔以和聲支持。此樂句的配器效果極佳，同

時也具有細膩的描寫性風格（見譜例二之 22）。 
 

譜例二之 22：蕭泰然《1947 序曲》，第 148-153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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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移 II 第一句（154-157 小節）：中提琴和大提琴主奏優美的旋律（可

以很自然的與台灣的美麗山河做一連結），鋼琴延續前面的波浪音型，雙簧

管的海鷗意象則在主旋律進入長音時予以應和。伴奏的部分還有低音提琴

主導的低音聲部、小鼓協助突顯主旋律之強調弱拍的節奏型態、以及兩部

低音管在強拍上以五度配合雙簧管的海鷗意象（見譜例二之 23）。 

 
譜例二之 23：蕭泰然《1947 序曲》，第 154-157 小節 

 

 推移 II 第二句（158-161 小節）：除了調性改變（由 e 小調進入 d 小調），

以及配器略經修改（第二小提琴取代了大提琴）之外，此處所使用的素材

和前一樂句完全相同。 

 推移 II 第三句（162-165 小節）：首先，鋼琴延續前面的波浪音型，小

鼓亦同樣突顯弱拍的節奏，而主旋律改由兩部小提琴承接。樂句後半時，

鋼琴以向上爬升的音型，取代原本上下來回的波浪式起伏，節奏也從均衡

的三連音改成三連音和四連音交錯進行的方式。主旋律由第一小提琴單獨

主導，而內聲部弦樂以整齊穩定的節奏提供具有前進動能的和聲背景，並

搭配音符時值較長的低音提琴，形成音色統一、音響豐富的五部弦樂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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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移 II 第四句（166-171 小節）：延續前一樂句以第一小提琴主導的弦

樂合奏模式，但力度減弱，伴奏部分也因插入休止符而緩衝了前進的動能。

鋼琴持續向上爬升的音型，而在均衡的三連音之外，也以和弦輕輕點在強

拍的位置。第 168 小節時，第一部長笛以簡短的音階式副旋律和小提琴的

主題形成對位。此部份的樂句結束在第 170 小節的長音，之後隨即由鋼琴

接手，以切分音的節奏構築 2 小節的過門，輕柔的連接至下一樂段。 

 

 在第三段中，作曲家以他在 1993 年取自詩人李敏勇的詩所創作的合唱

曲〈愛與希望〉當做主體，除了保留鋼琴的伴奏部份之外，並加以配器的

變化。 

前導句（172-173 小節）：速度轉為行板，這 2 小節是此樂段之前導。

鋼琴接續前一樂句的切分音伴奏模式，並以簡單的四度下行模進帶入主要

樂句。 

 〈愛與希望〉I 第一句（174-181 小節）：此樂句結構工整，由前、後句

各 4 小節組成。在鋼琴輕輕的伴奏下，女高音首先獨自唱出〈愛與希望〉

的主題（見譜例二之 7）。由前面以器樂演奏為主的音樂，至此突然轉變為

鋼琴伴奏的台灣藝術歌曲演唱形式，就一般西方傳統的音樂會序曲而言，

這是頗為特殊的創作手法。 

 〈愛與希望〉I 第二句（182-189 小節）：在前一樂句女高音獨唱之後，

此處由全體女高音與女中音加入齊唱。兩部小提琴和中提琴承接前一樂句

的鋼琴切分音節奏，大提琴及低音提琴（撥奏）輔以間歇的低音進行。鋼

琴則改為與前一樂段相同的三連音波浪音型，提供了流動的伴奏背景，而

第一部單簧管以取自主題的動機，跟隨在主題後方進行應和，同時也填補

了主旋律的長音空檔（見譜例二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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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24：蕭泰然《1947 序曲》，第 182-185 小節 

 

〈愛與希望〉I 第三句（190-193 小節）：此樂句的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作曲家在此指示音樂「稍為激動」（poco agitato），並依前後句的

進行，將調性由 F 大調升高到 G 大調，如此藉由音高的提升增加了音樂的

張力。合唱的部分首次出現完整混聲四部的配置，並有兩部單簧管和兩部

低音管分別重複合唱的各聲部以增強音量。弦樂的和聲伴奏以較為穩定的

節奏取代前一樂句的切分音形式，鋼琴以切分音的節奏取代了波浪音型，

而兩部長笛則以琶音音型與合唱聲部的主題進行應和。 

〈愛與希望〉I 第四句（194-198 小節）：隨著合唱的音域往上推升及力

度的增強，音樂的張力也逐漸凝聚與擴大。樂團的部份也在法國號、雙簧

管及第一部長號的加入之後，音響更為豐富飽滿。鋼琴的左手再現波浪音

型，並結合大提琴與中提琴的三連音節奏提供流動的背景，鋼琴的右手部

份則結合第一部小提琴、第一部長笛、第一部雙簧管與第一部單簧管，在

不同的八度上與女高音聲部的主題進行齊奏，增加了旋律線條的強度。第

198 小節時，主旋律（在女高音的主導下）以一個向上三度的跳進，配合漸

強的力度，將音樂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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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希望〉I 第五句（199-204 小節）：在前一樂句由聲樂部份主導的

高潮之後，隨即由樂團接手。樂團首先以強烈的總奏延續著前面的高潮，

主旋律與前一樂句相似，但改由第一部小號在其嘹亮的高音域主導。配器

上的變化，除了長笛改以三連音的波浪音型、雙簧管轉換成間歇的長短式

三連音節奏及所有銅管加入之外，其餘和前一樂句相同。在高潮之後，力

度逐漸減弱，樂器也漸減少，最後只留下鋼琴，輕柔的將音樂帶入下一樂

段。 

前導句及〈愛與希望〉II（205-237 小節）：從第 205 小節的鋼琴前導句

開始到整個〈愛與希望〉II 樂段，是將前面〈愛與希望〉I 的樂段（172-204

小節）完全反覆，只有在最後一小節（第 237 小節）時，為了銜接下一樂

段，鋼琴改以逐漸往下的音型，並在最後一拍時將 C 大調的導音降低半音，

準備在下一小節時快速的轉到遠系的 Db 大調。 

〈愛與希望〉III 第一句（238-241 小節）：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2 小

節句，作曲家在此處指示音樂轉為激動，並由前一樂句的 C 大調快速的轉

到遠系的 Db 大調，藉此製造明顯的對比效果，更在後句時（第 240 小節）

以模進的方式將調性上移至 E b 大調，再次提升音樂的張力。配器由合唱為

主導，旋律是以弱起拍開始的上升音型，並有兩部小提琴、單簧管及低音

管重疊合唱的聲部。中提琴、大提琴及鋼琴的左手部份以切分音的節奏提

供具有推進動能的和聲背景，法國號間歇式的配以和聲，而第一部雙簧管

則結合鋼琴的右手部份，以附有漣音的活潑音型，和主旋律進行巧妙的應

和（見譜例二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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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25：蕭泰然《1947 序曲》，第 238-241 小節 

 

 〈愛與希望〉III 第二句（242-244 小節）：繼續前一樂句的上升音型，

調性也再次提高大二度，但轉為 f 小調，樂句結構屬於 2+1 的小節句。力

度比前面增強，在第 243 小節時，由於低音銅管及低音提琴加入，使得和

聲的音響更為豐富，長笛也藉由上升的音階增強了音樂推進的動能。第 244

小節時，作曲家讓合唱的部分暫時消失，僅由樂團演奏，在連續工整的三

個 2 小節句（從 238 小節起）之後，極其巧妙的藉由此單獨的一個小節打

破慣性，並蓄積更多能量，準備在下一樂句推向本樂段的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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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與希望〉III 第三句（245-248 小節）：整體力度繼續增強，主旋律

的進行由合唱主導，先以上行音階帶出漸強的氣勢，再接以向上四度跳進

到最高音（g2），非常適切的表現出歌詞中「樹仔會伸上咱的天」那種逐漸

向上，並在最後到達最高的天際之象徵性意義（見譜例二之 26）。樂團的部

份，首先由小提琴及小號與合唱進行齊奏，增強了主題的音量，其餘部分

延續前一樂句的伴奏型態。在鈸和定音鼓相繼出現的滾奏帶動下，將整體

氣勢與能量推達強奏的最高潮（第 247 小節），而此時剛好落在 C 大調的主

和弦上，其完整融和的和聲，配合樂團總奏，呈現出豐富飽滿的音響。第

248 小節時，和聲色彩轉變，作曲家藉由兩個七和弦（C 大調的 IV 級和 ii

級附屬七和弦）準備將調性轉入 d 小調，而力度也開始轉弱，逐漸的結束

此樂段之高潮部份。 

 

譜例二之 26：蕭泰然《1947 序曲》，第 245-248 小節（合唱聲部） 

 
 〈愛與希望〉III 第四句（249-252 小節）：力度繼續減弱，配器也隨著

精簡。主題的部份僅由女高音獨唱，鋼琴以起伏式的琶音音型為其伴奏，

而弦樂部份則配合歌詞「黑暗的時陣，看著天星」的意境，輕輕的以顫音

提供帶有神秘氣氛的和聲背景。 

 〈愛與希望〉III 第五句（253-258 小節）：合唱聲部加入，與獨唱女高

音進行應答。樂團的配器延續前一樂句，但鋼琴的琶音音型改為帶有輕巧

漣音的高音旋律和具有切分音節奏的和聲伴奏，弦樂的部份則持續前一樂

句的顫音奏法。第 255 小節時，鋼琴及上三聲部弦樂的音高逐漸向上提升，

搭配三角鐵清亮的音響，極其寫實的表現出歌詞中描述天上的星星在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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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景，而這整段音樂就在持續的漸弱及漸慢之下，輕輕的結束在 F 大調

的主和弦（見譜例二之 27）。 

 
譜例二之 27：蕭泰然《1947 序曲》，第 253-258 小節 

 
 

 整個第四段除了開始的序奏主題再現第一句（259-262 小節）及最後的

推移 II（329-339 小節）有些改變之外，其餘皆和第二段（84-171 小節）完

全相同。下面僅就與第二段不同的這兩個樂句進行分析說明： 

序奏主題再現第一句（259-262 小節）：第 259 小節時，略經修改的序

奏主題動機由長號與低音弦樂以 ff 的力度在正拍上的齊奏開始，（在第二段

時僅由長號帶出，力度只有 f，且採用弱起拍），兩部小號於次 1 小節時加

入（第二段時小號與長號僅間隔兩拍）（請比較譜例二之 17 與二之 28）。定

音鼓的滾奏相同，但在第二段中出現的鈸則省去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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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28：蕭泰然《1947 序曲》，第 259-260 小節 
 

 

 

推移 II（329-339 小節）：此處的推移樂句由四個 2 小節句及一個 3 小

節句組成，與第二段的推移 II（154-171 小節）相比，不僅長度縮減，配器

與使用的素材也顯得單純。從第 329 到 336 小節主要是以鋼琴上行琶音為

主導，並藉由每 2 小節為單位的和聲色彩變化，進行規律的推移，低音弦

樂則依和聲的改變，配以逐漸下降的半音進行，最後落在 D 大調的屬七和

弦上。第 336 小節鋼琴結束之後，隨即由四部法國號接手，定音鼓則加入

低音弦樂，以帶有三連音的規律音型進行伴奏。此時在和聲的安排上，作

曲家巧妙的借用了 d 小調的二級七和弦，使之與 D 大調的屬七和弦交替進

行，色彩因而略顯晦暗（見譜例二之 29），這與接下來的第五樂段所具有的

明朗風格，形成很大的對比，營造了一個類似「黎明前之黑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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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29：蕭泰然《1947 序曲》，第 336-339 小節 
 

 
 

 如前所述，在最後的這個第五段，蕭泰然以〈台灣翠青〉這首歌曲表

現出聖詠般的風格，並傳達出建國的理想，以及崇尚和平的世界觀。整個

第五段將〈台灣翠青〉以三次不同的風貌呈現：第一次僅由樂團表現，以

弦樂群為主，管樂為輔；第二次開始由合唱主導，樂團為其伴奏；第三次

將調性提高一個全音，並使用更豐富的配器將音樂推進到最為燦爛的高潮。 

 〈台灣翠青〉I 第一句（340-343 小節）：速度轉為中板，調性進入 D

大調，樂句結構工整，以每 2 小節為單位。主題由第一小提琴主奏，其餘

弦樂配以和聲，在樂段的一開始，就由音色融合度極高的弦樂群，演奏出

和聲飽滿、曲風莊嚴的聖詠音樂（參見譜例二之 8）。 

 〈台灣翠青〉I 第二句（344-347 小節）：同樣為結構工整的兩個 2 小節

句，弦樂群仍為主導，但在前句時增加單簧管及低音管，分別重疊弦樂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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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演奏，擴充了音量；而在後句時，由於長笛、雙簧管與法國號的加入，

不僅使音色更為豐富，木管部份的音域明顯高於弦樂，特別是第一部長笛

在高八度與第一小提琴的主題進行齊奏，都大大提高了整體音樂的明亮度。 

 〈台灣翠青〉I 第三句（348-351 小節）：同樣為結構工整的兩個 2 小節

句，首先在前句時，第一部雙簧管在高八度上與第一小提琴的主題齊奏，

增加了旋律的亮度，第二部雙簧管及第二小提琴在主旋律的下方三度平行

前進，中提琴也以相同節奏做和聲的支持，因為節奏完全相同而產生了簡

樸、統一的美感，而兩部長笛則以主題本身所具有的附點節奏呼應著主題。

在後句時，除了單簧管、低音管與低音弦樂加入豐富了整體的和聲音響之

外，鋼琴也結合小鼓以三連音節奏提供具有推進力的節奏背景，而兩部長

笛在第 351 小節時以上行音階加入，也逐漸提升了整體動能。 

 〈台灣翠青〉I 第四句（352-357 小節）：此處的 6 小節句仍以每 2 小節

為單位，分成前、中、後三個小句。前句時配器延續前一樂句，但單簧管

與低音管只在第二拍上加強主題的三連音動機，小鼓的節奏緊隨主題，並

在第二拍上刻意以滾奏突顯，長笛以獨立的音型在主題後方進行穿插。中

句時，力度明顯轉強，在雙簧管與低音銅管加入之後，整體音色更為豐富，

而小號以帶有附點節奏的動機回應著主題，並與鋼琴及其餘木管的三連音

穿插音型一齊延續了主題在長音時的強度與能量，鈸和小鼓輪流以滾奏增

強氣勢。後句時，旋律與和聲的進行（I6
4→V7→I）均具有總結的意義，全

體總奏的節奏性也趨於平緩，準備導引出下一樂段的合唱聲部（見譜例二

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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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之 30：蕭泰然《1947 序曲》，第 352-357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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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翠青〉II 第一句（358-361 小節）：〈台灣翠青〉第二次出現，但

主題改由合唱部份主導，首先以女高音和女中音齊唱帶出，然後再加入男

聲形成完整的四部合唱。樂團的伴奏部份：除了弦樂完全反覆〈台灣翠青〉

I 第一句之外，第一部雙簧管以主題的片段動機進行穿插，製造了回聲式的

效果，而鋼琴也在主旋律進入長音時，以琶音妝點了伴奏的背景。 

 〈台灣翠青〉II 第二句（362-365 小節）：持續由合唱的聲部主導音樂

的前進。樂團的部份：弦樂完全反覆〈台灣翠青〉I 第二句，管樂則由第一

部雙簧管先在高八度與主旋律進行齊奏，再交由其餘木管與法國號提供更

為豐富的和聲音響背景，鋼琴先以三連音音型進行穿插，再以和弦穩定的

支持合唱聲部。 

 〈台灣翠青〉II 第三句（366-369 小節）：除了在樂句一開始就增加小

鼓之外，樂團的部分完全反覆〈台灣翠青〉I 第三句。合唱的部份在前句時

先省去男低音聲部，到後句時再配合低音弦樂一齊加入，如此使合唱與樂

團的配器產生了一致性的效果。 

 〈台灣翠青〉II 第四句（370-375 小節）：合唱部份仍為主導。樂團的

部分除了兩部長笛從第 374 小節起略有變化，以及第 375 小節時加入兩部

小提琴、中提琴、法國號、長號、及小鼓來強調第二拍上的三連音之外，

其餘皆與〈台灣翠青〉I 第四句完全相同。而在和聲的部份，此樂句的最後

落在 E 大調的屬七和弦上，此乃為下一樂段轉到 E 大調預做準備。 

 〈台灣翠青〉III 第一句（376-379 小節）：這是〈台灣翠青〉第三次出

現，作曲家在此將調性提升一個全音至 E 大調，增加了音樂的張力。合唱

的部份使用八度齊唱，首次以強而有力的方式來帶出主題。樂團的部份，

弦樂群與雙簧管完全依照〈台灣翠青〉II 第一句的編配，另增加第一部小

號演奏主題，其嘹亮的音色為主旋律注入明亮的感覺，而法國號、長號及

鋼琴則輔以和聲的支持，使伴奏背景的音響更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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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翠青〉III 第二句（380-383 小節）：除了力度突然轉弱，產生強

烈的戲劇性變化之外，此樂句在合唱及樂團的部份均完全依照〈台灣翠青〉

II 第二句的編配。 

 〈台灣翠青〉III 第三句（384-387 小節）：此樂句在合唱及樂團的部份

均完全依照〈台灣翠青〉II 第三句的編配。 

 〈台灣翠青〉III 第四句（388-392 小節）：為了銜接最後的尾聲，此處

將原本的 6 小節句縮短為 5 小節句。在前句及中句時，合唱與樂團的部分

均依照〈台灣翠青〉II 第四句的編配，只是另增加了獨唱女高音，以回音

的方式呼應著主題。在樂句最後的第 392 小節時，作曲家標註「漸慢且漸

強」（Allargando）的指示，此時樂團全體總奏配合漸強的力度，以強大的

氣勢、豐富的音響，帶入最後的尾聲。 

 尾聲第一句（393-396 小節）：合唱與樂團全體總奏持續著前一樂句帶

入的高潮。在配器上分成四個層次：一、序奏的動機再現，由低音管、長

號、低音弦樂及鋼琴的低音聲部擔任，而低音號則配以穩定的下行音階，

此部份表現出厚重的音響；二、兩部長笛演奏震音，配合兩部小提琴及中

提琴的顫音及定音鼓的滾奏一齊支持合唱聲部的長音；三、其餘管樂器加

上鋼琴的高音聲部及小鼓以帶有三連音的頑固節奏提供附有前進動力的和

聲背景；四、管鐘單獨營造如教堂鐘聲一般的氛圍。第 395 小節，合唱的

部分結束之後，速度逐漸加快（accel.），準備推向最後的高潮（見譜例二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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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例二之 31：蕭泰然《1947 序曲》，第 393-396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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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聲第二句（397-399 小節）：在樂團總奏和弦的支持下，鋼琴在四個

八度上以三連音的節奏帶出具有震撼力的上行音群，並逐漸漸強，凝聚能

量。合唱的部份在此漸強的氣勢帶動之下，強有力的唱出「I Lhas Formosa」，

最後結合樂團總奏，在突弱之後隨即漸強，將整首樂曲結束在最強的高潮

（見譜例二之 32）。 
 

譜例二之 32：蕭泰然《1947 序曲》，第 397-39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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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蕭泰然《1947 序曲》音樂詮釋與指揮法分析 

 有關《1947 序曲》的音樂內涵以及序奏與五大段落中所具有之象徵性

意義，在本章的第三節已有非常詳盡的分析與探究。筆者在此將繼續深入

探討指揮法與音樂之詮釋，以期精確的傳達出作曲家所欲呈現的內在意涵。 

此序曲中引用民謠的部份，包含〈哭喪調〉、〈港邊惜別〉及〈一隻鳥

仔哮啾啾〉，都是屬於流傳許久的台灣歌謠，而作曲家所創作的兩首歌曲〈愛

與希望〉與〈台灣翠青〉，也都是以本土民謠的風格寫成。這些歌曲都相當

貼近我們的心靈，若由國內的樂團演奏（包含職業或業餘），應該都能表現

出自然而流暢的音樂性，指揮時除了引導其歌唱性（配合歌詞的意境）之

外，最重要的就是特別注意配器的效果以及掌握適宜的速度。至於器樂風

格較為明顯的快板樂段（第二、四段），則以描寫戰鬥和對抗的情境為主，

指揮時除了掌握速度的穩定之外，也要能帶出一種激動的情緒與氣氛。 
 

 序奏第一句（1-4 小節）：序奏部採用 4/4 拍，「中庸的快板」（Allegro 

Moderato ＝98），這個速度不疾不徐，非常適於樂曲開始時的穩重感。

指揮應以此速度為基準，使用雙手打出堅定有力的預備拍（藉以提示小號、

低音銅管、定音鼓及低音弦樂的強奏），在樂曲一開始就帶出樂團厚重有力

的音響，傳達出符合作曲家意念的悲鳴怒吼。隨後，繼續以具有重量感的

動作引導音樂前進，保持樂團整體的強奏力度。第 3 小節起，帶出由鋼琴

主導之附有三連音的節奏動機，而為了突顯此節奏動機，必須在第 3 及第 4

小節第一拍的強奏之後立即轉弱（fp）。第 4 小節第四拍時，以清楚的拍點

帶出上三聲部弦樂及長笛和雙簧管的後起拍旋律（注意三連音與二連音不

同的節奏），同時也藉此給予後續加入的小鼓明確的提示。（請參考譜例二

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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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奏第二句（5-10 小節）：從第 5 至第 6 小節應以帶領高音弦樂和高音

木管的旋律為主（特別注意其附點四分音符的時質需足夠），並以清楚的拍

點引導伴奏的進行，而此伴奏可歸納成兩部份，其一是小鼓及單簧管交替

的十六分音符（大提琴的三連音與單簧管同組，會產生節奏交錯的情形）；

其二是具有切分音性質的後半拍節奏。第 7 小節時帶出小號節奏強烈的號

角式音型，並引導其漸強，到第 8 小節第一拍時強力點出，一方面指示號

角式音型的最後強斷奏，另一方面帶起後半拍以及第二拍上的突強音。第

9-10 小節可依照前兩小節的方式來進行。 

 序奏第三句（11-14 小節）：在第 11 小節時，首先應保持兩拍的強奏高

點，從第三拍起逐漸縮小動作指示漸弱。整個樂句應以大提琴的旋律為主，

其餘伴奏部份包含節奏性的鋼琴，以及擔任和聲的單簧管、低音管和低音

提琴都應保持弱奏，緊密跟隨旋律前進。第 14 小節時除了繼續減弱之外，

也要將速度放慢下來，在第三拍時以輕柔優雅的手勢提示第一部雙簧管的

民謠主題。 

  

 〈悲歌〉第一句（15-22 小節）：此處轉為「行板」，作曲家標示的速度

是 ＝78，這可帶出較為流暢的音樂性。指揮在此應以（左手）優雅的手

勢帶領雙簧管獨奏的主題，右手則以小而清楚的拍點引導鋼琴和三角鐵（點

綴主題的節奏）以及弦樂的顫音（製造顫動的音響背景）。第 17 小節時，

隨著主題推進式的音型帶起少許漸強，並以此力度進入後半樂句。第 21 小

節第四拍時帶出第二部雙簧管，隨後稍微漸弱下來。第 22 小節第四拍帶出

法國號及第二長笛。（注意此樂句第 19、20 小節雙簧管的八分休止符應改

為十六分休止符）。 

 〈悲歌〉第二句（23-26 小節）：在此應以帶領兩部長笛交替傳遞的流

動音型為主，同時保持輕柔優雅的動作來引導法國號及雙簧管的優美和聲

進行（請參考譜例二之 11）。第 24 及 26 小節時輕輕指示定音鼓加入。 

 〈悲歌〉第三句（27-34 小節）：樂句開始時，指揮應使用左手優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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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兩部雙簧管（平行三度）演奏的〈悲歌〉主題，以及第一單簧管的序

奏主題動機，使此對位進行的旋律線條均可表現出優美的音樂性，同時也

藉此引導法國號柔和的和聲。右手的部份則以較具彈性的動作點出低音弦

樂的撥奏。第 28 小節第四拍時帶出低音管的三連音，使其完美承接單簧管

的線條。第 29 小節時帶起少許漸強（類似第 17 小節），並以此力度進入後

半樂句。第 33-34 小節，稍稍推動小幅的漸強與漸弱，掌握細膩的情感表現。

第 34 小節第三拍起依序帶出弦樂的顫奏及第二長笛，準備進入下一樂句。

（請參考譜例二之 12） 

 〈悲歌〉第四句（35-38 小節）：此處以帶領兩部長笛相互交織的對位

旋律為主，並注意弦樂的顫奏需保持弱的力度進行。第 38 小節第一拍起，

逐漸減弱力度且放慢速度，到第四拍時稍稍將手勢拉高以準備帶出下一樂

句的主題。 

 〈港邊惜別〉第一句（39-46 小節）：進入〈港邊惜別〉樂段之後，速

度轉為慢板（ ＝62），音樂具有濃濃的哀怨情感。指揮在此應將重點放在

帶領第一小提琴的主題以及其餘弦樂豐富的和聲進行，並適時引導雙簧管

以恬美的音色與主題做呼應。在力度方面應以弱奏為主，到第 41 小節時順

著旋律的起伏帶起自然的漸強與漸弱。第 44 及 46 小節轉為 6/4 拍，此時有

兩種擊拍的方式可以運用：第一是打分割的三拍共六個拍點；第二是以 4

拍+2 拍的方式來進行。第 46 小節第三拍提示雙簧管之後逐漸引導漸強，在

第五拍時增加擊拍的彈性，並在第六拍時再增加力量帶起更多的漸強，直

接進入下一樂句。 

 〈港邊惜別〉第二句（47-53 小節）：隨著前面的漸強以及音域向上拉

升，將音樂推進至熱烈的強奏，此處表現出一種強烈的吶喊，似乎要將前

一樂句（弱奏）埋在心中的苦痛完全宣洩出來一般。在第 47 小節一開始，

指揮應順著前一小節漸強的力量，以寬廣有力的手勢帶出第一小提琴的主

題以及整體弦樂豐富、飽滿的強奏（注意保持良好的歌唱性），第二拍時以

具有重量感的動作強調伴奏部份的節奏，而雙簧管則應融入整體強烈的音

響中。第 50 小節時，逐漸縮小動作引導漸弱的力度。第 51 和 52 小節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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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拍，在帶出第一小提琴的同時，輕輕的點出兩部長笛。第 53 小節第五拍

起應增加擊拍的力量與彈性（類似第 46 小節），帶動漸強的能量。  

 〈港邊惜別〉第三句（54-60 小節）：此處大致上反覆前一樂句，指揮

可仿照前面的方式來帶領音樂前進，但須注意樂句開始時第二部長笛取代

了雙簧管，以及樂句最後（第 60 小節）保持 4/4 拍的進行。 

 過門樂句（61-64 小節）：在此應以左手輕柔優雅的帶領第一小提琴的

主題及其餘弦樂的和聲進行（第 62 及 64 小節時指示力度漸弱），右手的部

份則以具有彈性的拍點來引導大提琴規律的下行撥奏。在這個過門樂句中

要營造逐漸緩和的氣氛，到第 64 小節第三拍時，以左手提示定音鼓與第一

單簧管，準備進入下一個帶有悲哀色彩的民謠主題。 

 〈一隻鳥仔哮啾啾〉第一句（65-69 小節）：指揮在此應該要延續前一

樂句所營造的和緩氣氛，以輕柔的手勢帶領單簧管的主題及法國號的和

聲，並使定音鼓穩定的跟隨主題前進。第 66 小節時帶出第一部長笛（三角

鐵的搭配要盡量輕），使之與單簧管相互交織。整個樂句都要保持很弱的力

度，使每個聲部均可清晰的呈現。（請參考譜例二之 14） 

 〈一隻鳥仔哮啾啾〉第二句（70-74 小節）：此處轉為「行板」，比前一

樂句稍快。指揮可採用大約 ＝76 的速度，先帶出弦樂之後再引導雙簧管

的主題前進。此時弦樂的顫奏提供了一個急促、騷動的氛圍，但必須在弱

奏中進行。第 74 小節（其 6/4 拍可參照第 44 小節的思考模式）第一拍時，

稍微加強點出雙簧管的後半拍，第三拍時輕輕帶出定音鼓。（請參考譜例二

之 15） 
 〈一隻鳥仔哮啾啾〉第三句（75-79 小節）：進入此樂句要將速度加快

以營造激動的氣氛。在第 75 小節第一拍時，增加擊拍的力度與彈性提示第

一部單簧管的主題，隨後逐漸增加能量帶動整體漸強。第 77 小節時應承接

前面帶起的力度與激動的氣氛，在帶入低音提琴之後，轉而引導第一部雙

簧管與第一小提琴的主題，同時繼續增強力量與加快速度，推動音樂向高

潮前進。在第 79 小節第二拍到達最強的高點時，以左手掌心向上，強力撐

住此延長音，隨後將音收掉，並以此收音的動作為預備拍，帶出第四拍的

小提琴與第一部單簧管。（請參考譜例二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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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鳥仔哮啾啾〉第四句（80-83 小節）：在前面激動的高潮之後，

此處應將氣氛緩和下來（因為有延長記號為緩衝，所以不會顯得突兀）。第

80 小節以輕柔的手勢引導弦樂，並在第三拍時點出單簧管的切分音。第 81

小節起以帶領定音鼓為主，（注意保持整體 pp 的力度）。第 83 小節時，逐

漸擴大手勢並增加擊拍的力量帶起漸強，在第四拍強力點出，準備進入下

一樂段。 
 

 序奏主題再現第一句（84-87 小節）：雖然作曲家並未標出明確的速度，

但此處明顯的回到樂曲開始時由銅管擔綱的序奏主題，因此，筆者認為速

度亦應回到序奏的「中庸快板， ＝98」。樂句一開始，鈸的一聲強奏具有

轉換音樂風格的作用，指揮應在前一小節第四拍強力點出，給予明確的提

示。第 84 小節第一拍帶出鈸的強奏，並藉此強有力的拍點提示兩部長號的

後起拍序奏主題動機，在第三拍時以同樣的力量指示兩部小號，隨後繼續

以強而有具有彈性的動作帶領長號與小號的卡農式主題進行，並注意定音

鼓的滾奏保持 f 的力度即可。第 86 小節第一拍時，帶出鋼琴主導之附有三

連音的節奏動機及低音弦樂的顫奏（除了鋼琴 f 的力度之外，其餘樂器應保

持 mf），第三拍起，繼續以強而具有彈性的動作引導兩部小號的主題動機。 

 序奏主題再現第二句（88-93 小節）：此樂句完全反覆序奏第二句（5-10

小節），指揮可仿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序奏主題再現第三句（94-95 小節）：在這兩小節的橋樑樂句中，樂團

全體以每兩拍為一個節奏循環（包含八種不同的節奏形式），共進行了四

次，而音樂的能量也就在這反覆的推進中，逐漸凝聚起來。指揮應以堅定、

明確的拍點來帶領樂團多層次的節奏型態（基本上以弦樂和木管在弱拍上

的三連音為引導的重點），以每兩拍為單位，積極而穩定的向前推進。 

 〈戰鬥詩〉I 第一句（96-99 小節）：此處速度轉為「活潑的快板， ＝

128」，音樂風格就如標題一般，有著迎向戰鬥的激昂氣息。指揮在樂句一

開始就應給出明確的速度，並保持動作的彈性以帶領具有附點節奏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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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提琴主導，第一部長笛與第一部雙簧管與之齊奏），以及同樣具有

躍動風格的伴奏部分（注意定音鼓在第一個強奏之後需隨即轉為弱奏）。第

98 及 99 小節的第二拍時，均以清楚的點帶出主題及和聲部分的切分音，並

藉此提示長笛的上行音群，使之準確呼應主題的三連音節奏。 

 〈戰鬥詩〉I 第二句（100-103 小節）：在此應保持擊拍的彈性，繼續帶

領具有強烈律動性的音樂前進，但由於力度減弱，指揮的力量亦應稍稍縮

減。第 100 小節時將全部弦樂以及長號和小鼓帶進來。第 101 小節第四拍

時帶出長笛的三連音，使其隨著音型上升而自然漸強。第 102 小節第四拍

指示低音號加入。第 103 小節第二拍時注意單簧管和低音銅管突強之後應

立即轉弱，隨後再逐漸帶起全體的漸強。而在這整個樂句中，應以小鼓和

低音聲部規律的節奏來穩定整體的速度進行。 

 〈戰鬥詩〉I 第三句（104-107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反覆〈戰鬥詩〉I

第一句（96-99 小節）的音樂，但由於使用全體弦樂和木管，並增加小鼓，

使得整體音響與力度均更為豐富。指揮應順著前一小節所帶起的漸強，以

強而具有彈性的動作繼續帶領此律動活潑的音樂前進，並如前一樂句一

般，以小鼓的規律節奏來穩定整體的速度。第 106 及 107 小節第二拍時（如

第 98、99 小節），清楚點出切分音，並藉此提示長笛的上行音群。 

 〈戰鬥詩〉I 第四句（108-111 小節）：樂句開始時，指揮應將重心轉至

長號、低音管及低音弦樂的齊奏，以堅定有力的手勢帶出其具有強烈能量

的序奏主題片段動機（注意僅低音管是圓滑奏）。在此同時也藉由清楚的拍

點，引導由低音號的正拍與小號的後拍為主導所建構的強烈而急促之節奏

進行，以及上三聲部弦樂和長笛之間的推移式主題。第 110 小節帶出鋼琴，

並在第一、三拍時稍微增加擊拍的力量指示重音，到第 111 小節時，每拍

都加重，帶起逐漸凝聚的音樂能量。 

 〈戰鬥詩〉I 第五句（112-113 小節）：如本章第三節所述，此兩小節與

前一樂句應屬同一推移句，因其臨時改變拍號，為便於分析，故將之單獨

挑出。第 112 小節的 5/4 拍，筆者建議以 3+2 拍的方式來進行（依照鋼琴在

最後兩拍的漸強做此設計）。第 113 小節時，持續增強擊拍的力量並擴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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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動作，第二拍點出長號與低音弦樂，第三拍帶出定音鼓，並將速度放慢，

營造漸強而漸慢的寬廣（Allargando）音樂性，第四拍時強力帶出第一小提

琴的弱起拍〈悲歌〉主題，並以此提示下一拍鈸的 ff 強奏。 

 〈悲歌〉主題再現第一句（114-117 小節）：隨著前一小節的漸慢，此

處進入「中庸的快板， ＝88」，而音樂的進行也在此到達一個音響豐富、

力量強大的高潮。指揮應順著前面漸慢下來的速度，以寬廣有力的動作帶

領全體樂團強烈的總奏。將重心放在兩部小提琴、雙簧管及小號的〈悲歌〉

主題，並藉由明確的拍點引導以三連音節奏為主的伴奏。第 114 及 115 小

節時，應特別指示鈸和定音鼓，藉其具有震撼性的強奏，增加整體氣勢與

能量。 

 〈悲歌〉主題再現第二句（118-121 小節）：此樂句與前一樂句相似，

指揮大致上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樂句最後時（第 121 小節），以小號

的三連音為主，在第二拍帶入鈸的滾奏，隨後逐漸增加力量帶起漸強。 

 〈戰鬥詩〉II 第一句（122-125 小節）：此樂句完全反覆〈戰鬥詩〉A

第一句（96-99 小節），指揮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戰鬥詩〉II 第二句（126-129 小節）：此樂句完全反覆〈戰鬥詩〉A

第二句（100-103 小節），指揮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戰鬥詩〉II 第三句（130-133 小節）：此樂句與〈戰鬥詩〉A 第三句

（104-107 小節）大致相同，指揮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特別注意第

一小提琴在樂句後半時（第 132 小節起）改為上行的三連音。 

 〈戰鬥詩〉II 第四句（134-137 小節）：此處具有推移性質，第 134 小

節時，指揮在提示鋼琴加入之後，應以帶領兩部小提琴逐漸上升的音型為

主（隨著音型向上爬升，自然帶起小幅漸強），並以清楚的拍點引導以三連

音為基礎的整體伴奏聲部。第 136 至 137 小節應特別掌握力度的變化：第

136 小節第一拍的 f 強奏之後將力度減弱，之後隨著鋼琴及內聲部弦樂逐漸

上升的三連音而增強，到第 137 小節第三拍起再轉為漸弱，準備帶入風格

簡約而流暢的推移樂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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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移 I 第一句（138-143 小節）：在此首先應順著前面的漸弱，以優雅

的手勢帶出第一部單簧管的序奏主題動機，並引導低音管及低音弦樂（顫

奏）以弱奏提供和聲支持。第 139 小節第三拍時帶出鋼琴的琶音（與主題

做呼應並填補其長音的空檔）。第 140-141 小節，仿照前兩小節的模式進行。

第 142 小節時轉為帶領中提琴，使其流暢的承接前面單簧管的序奏主題動

機。第 143 小節第三拍帶出鋼琴的琶音，並藉此提示第四拍法國號輕柔的

和聲。（請參考譜例二之 21） 

 推移 I 第二句（144-147 小節）：此處延續前一樂句，以序奏主題動機

進行推移，但經過簡化與縮短。第 144 小節第一拍起，指揮應繼續以輕柔

流暢的動作帶領中提琴（第一部低音管與之齊奏）的主題，在第四拍帶出

鋼琴和第二低音管的三連音以及法國號的和聲（與主題做應和）。第 146 小

節起，隨著主題與和聲的拍點一致，逐漸將氣氛緩和下來（可稍將速度放

慢）。 

 I Lhas Formosa（148-153 小節）：在前一樂句稍做緩和之後，此樂句一

開始，指揮應將速度加快（約 ＝110），並轉以清楚而具有彈性的擊拍動

作，帶出一種積極向前的能量，將重點放在準確的引導小提琴與中提琴的

後半拍節奏。第 149 小節第四拍時指示長笛的上行音群，並將手勢拉高，

強力的提示第 150 小節的女聲合唱（並暗示低音號）。在合唱進入之後，整

個伴奏的部份應控制音量，讓合唱的音色可以穿透出來。第 151 小節第三

拍帶出兩部男聲合唱之後，繼續增加力量，到第四拍時，雙手以強有力的

動作打出，帶起整體漸強（並藉此提示下一小節的鈸），將音樂推進至最強

烈的高潮點。第 152 小節到達 ff 的高潮後，應以左手掌心向上撐住此強烈、

飽滿的和聲音響，右手則繼續以流暢的動作引導鋼琴的波浪式音型以及模

倣海鷗叫聲的雙簧管。（請參考譜例二之 22） 

 推移 II 第一句（154-157 小節）：在前面強烈的高潮之後，此處音樂轉

為優美、柔和而具有歌唱性。指揮應以明確的動作打出第 154 小節的第一

拍，藉此將前面強烈、飽滿的長音做結束，隨後轉以優雅的手勢帶領中提

琴與大提琴的優美主題，以及鋼琴的波浪式音型（在第 154 及 155 小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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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拍帶出小鼓的三連音）。第 156 小節起轉為引導雙簧管（模仿海鷗的叫

聲）的頑固音型。（請參考譜例二之 23） 

 推移 II 第二句（158-161 小節）：此處是前一樂句的模進，指揮可仿照

前面的方式來帶領樂團，但須注意第二小提琴取代了大提琴，而小鼓和雙

簧管（鋼琴從後半樂句起）的力度要比前一樂句來得弱。 

 推移 II 第三句（162-165 小節）：進入此樂句後應先轉為帶領兩部小提

琴的優美主題（隨著旋律向上爬升，自然帶起小幅漸強），並引導鋼琴的波

浪式伴奏音型。第 163 小節第四拍帶出中提琴與大提琴之後，再稍稍推升

力度，使弦樂五部的飽滿音響充分展現，同時也增強情感的豐富性。第 165

小節時，隨著旋律逐漸往下進行，自然將力度減弱。 

 推移 II 第四句（166-171 小節）：在此應順著前面自然漸弱下來的力度，

以輕柔優雅的手勢繼續帶領第一小提琴的主題（引導其優美的歌唱性），並

使鋼琴與其餘弦樂的伴奏也都保持 p 的力度。第 168 小節第三拍時給予長

笛明確的提示，帶出其簡樸的旋律，使之與小提琴的主題相互交織。第 169

小節第三拍起再將力度減弱並放慢速度。進入第 170 小節之後，左手輕輕

撐住弦樂與長笛的長音（在第四拍時收音），右手則以明確的拍點帶領鋼琴

前進，並將速度逐漸調整到行板，以便自然的與下一樂段做銜接。 
 

 前導句（172-173 小節）：此處轉為行板，依照作曲家標示的速度（ ＝

80）可以呈現比較流暢的音樂性，但若稍微放慢（約 ＝70），則可增加情

感的表現。指揮應與擔任獨唱的女高音取得速度上的共識，以明確的手勢

帶領鋼琴主奏的前導句，為後續的主題營造一個優美而穩定的氛圍。 

 〈愛與希望〉I 第一句（174-181 小節）：第 174 小節第一拍時清楚的提

示獨唱女高音，隨後應居於協助者的角色，引導鋼琴進行伴奏，讓獨唱者

有自由發揮的空間（但要注意此處速度極易越拖越慢，在必要時還是得以

明確的動作來導正速度）。第 181 小節第三拍時，順著獨唱女高音的結束音，

打出清楚的拍點，將弦樂的伴奏帶進來，準備進入下一樂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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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與希望〉I 第二句（182-189 小節）：第 182 小節第一拍時拉高手勢，

清楚的提示全體女高音和女中音，隨後繼續以優雅的手勢帶領主題，並引

導弦樂及鋼琴的伴奏緊密跟隨主題前進，特別注意伴奏音量保持 mp，讓女

聲齊唱的主題可以穿透出來（請參考譜例二之 24）。第 183 小節起，必須給

予單簧管明確的提示，帶出其優美的對位旋律，使之與主題相互交織。 

 〈愛與希望〉I 第三句（190-193 小節）：此處仍以合唱為主，但弦樂的

部份須提供豐富的和聲音響當做支撐。第 190 小節第一拍時清楚點出，提

示兩部男聲（以及單簧管和低音管）加入，並由此開始逐漸增加能量（稍

為加速），帶起激動（poco agitato）的氣氛。第 191 小節第一拍時，以具有

彈性的拍點提示兩部長笛的快速音群。第 192 至 193 小節是前兩小節的模

進，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應將整體力度增強，以表現出更為熱切、

激動的音樂性，並將此能量持續推進至下一樂句。第 193 小節第三拍時，

注意提示法國號的加入。 

 〈愛與希望〉I 第四句（194-198 小節）：第 194 小節時，指揮應順著前

一樂句推動的能量，以寬廣有力的動作帶起整體豐富而強烈的音響，並注

意第一部長號的加入。隨後繼續保持擊拍的力量帶領音樂前進（合唱仍為

主體，樂團提供支撐）。第 196 小節第三拍起，應突顯獨唱女高音的部份，

使其從合唱與樂團之中穿透出來，特別是從第 198 小節第三拍起，更需藉

由獨唱者燦爛、明亮的高音所推動的漸強，帶起整體強烈的能量進入下一

樂句（注意帶領小號與低音號在第四拍時加入）。 

 〈愛與希望〉I 第五句（199-204 小節）：此處合唱暫時休息，僅由樂團

表現。樂句開始時，指揮應掌握前面漸強所帶起的能量，以強而有力的動

作帶領樂團熱烈的總奏（以第一部小號及小提琴的主題為重點），並注意保

持流暢而揮灑的手勢，以帶出良好的歌唱性。第 201 小節第三拍之後，逐

漸縮小動作指示漸弱，並讓激動的氣氛慢慢緩和下來。第 203 小節起（樂

團進入弱奏的長音），將重心轉移至鋼琴，以輕柔的動作引導其優美的兩小

節過門音樂。 

71



 前導句及〈愛與希望〉II（205-237 小節）：從第 205 小節的鋼琴前導句

開始到整個〈愛與希望〉II 樂段，幾乎完全反覆〈愛與希望〉I 樂段（172-204

小節）的音樂，指揮可仿照前面的方式來帶領樂團。 

 〈愛與希望〉III 第一句（238-241 小節）：此處是以每兩小節為單位的

模進形式，由合唱的部份主導旋律的進行。樂句開始時，指揮應順著前面

漸弱下來的力度，以清楚的拍點帶出合唱聲部（與合唱進行齊奏的樂團聲

部主要在於提供支撐，音量不可過大），並將速度稍為加快，以帶起「激動

的」（agitato）情緒。第 239 小節第一拍點出第一部雙簧管和鋼琴的活潑音

型，隨後引導漸強。第 240 小節起的模進，整體力度與氣氛均要比前面來

得強而激動。（請參考譜例二之 25） 

 〈愛與希望〉III 第二句（242-244 小節）：指揮在此應持續推動由前一

樂句所帶起的激動氣氛以及漸強的能量。第 243 小節起應特別提示低音弦

樂與低音銅管，使其以飽滿的音響提供厚實的支撐。第 244 小節第一拍時，

以具有彈性的拍點帶出雙簧管和小提琴的銜接音型，並繼續引導樂團承接

合唱聲部所帶起的力度與激動的能量。 

 〈愛與希望〉III 第三句（245-248 小節）：第 245 小節第一拍時，以強

而有力的動作提示合唱聲部（及小號），隨後繼續增強力量，帶領全體向強

烈的高潮前進。第 246 小節第三拍帶出鈸（滾奏）之後，以最為寬廣有力

的動作打出第四拍（藉此順帶提示定音鼓），將音樂推向第 247 小節的最高

潮，此時應以左手撐住長音，右手繼續以清楚的拍點指示明確的速度。第

248 小節第一拍要特別點出女中音，隨後縮小動作指示漸弱，並逐漸將前面

高潮的激動氣氛緩和下來。 

 〈愛與希望〉III 第四句（249-252 小節）：在第 249 小節第一拍時明確

點出，以提示獨唱女高音，隨後應居於協助者的角色，輕輕引導鋼琴的琶

音和弦樂（顫奏）進行伴奏，讓獨唱者有自由發揮的空間。第 250 小節第

三拍起繼續將力度減弱。在以輕柔的手勢進入第 252 小節第四拍的延長音

之後，靜待約兩秒，隨後直接拉高手勢（不作收音的動作），準備帶入下一

樂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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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與希望〉III 第五句（253-258 小節）：第 253 小節第一拍時提示合

唱的女聲聲部，隨後輕柔的引導其優美的旋律，到第四拍時給予明確的點

帶出後起拍的男聲聲部。第 254 小節第一拍時提示獨唱女高音，到第三拍

時打出兩個分割拍（明確的指示八分音符），並在第二個分割拍時延長，隨

後再點出獨唱以及合唱女聲聲部的第二個延長音。第 255 小節時，一邊帶

出獨唱與合唱的結束音，一邊輕輕點出第二、四拍的三角鐵，同時也引導

鋼琴和弦樂以穩定的速度前進。從第 256 小節起逐漸將力度減弱並放慢速

度，到第 258 小節第三拍時，兩手輕輕點出並撐住此延長音，靜待約三秒

之後，打出手勢將聲音完全收掉。（請參考譜例二之 27） 
 

 如本章第三節所述，整個第四段除了開始的序奏主題再現第一句

（259-262 小節）及最後的推移 II（329-339 小節）有些改變之外，其餘皆

和第二段（84-171 小節）完全相同。下面僅就與第二段不同的這兩個樂句

進行探討。 
 序奏主題再現第一句（259-262 小節）：此樂句的速度又回到「中庸的

快板」，指揮在前一樂句結束後，應以堅定有力的動作為預備拍，帶出長號

與低音弦樂渾厚有力的序奏主題，以及定音鼓的滾奏。第 260 小節第一拍，

以明確的拍點指示小號的後起拍之後，保持擊拍的力度帶領主題的卡農式

進行（請參考譜例二之 28）。第 261 小節起則與第 86 小節相同（僅定音鼓

和低音弦樂的力度稍強）。 
 推移 II（329-339 小節）：從第 329 小節起，應以優雅的手勢帶領鋼琴

的上行琶音，並引導低音弦樂的長音作為支撐。在力度上，依據每兩小節

為單位的樂句結構，由 f 逐漸減弱至 p。第 336 小節第三拍，在點出鋼琴最

後一個和弦之後，稍將手勢拉高以提示第四拍的法國號（同時亦可暗示定

音鼓及低音弦樂），隨後繼續以輕柔的動作帶領法國號優美的經過性樂句，

並引導定音鼓及低音弦樂的規律伴奏，使之緊密跟隨主旋律前進。第 339
小節時，指示法國號漸弱，在第三拍點出之後稍將手勢拉高，一方面結束

此樂句，一方面藉此提示第四拍的弦樂，開始帶入下一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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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翠青〉I 第一句（340-343 小節）：進入第五段之後，作曲家標示

著「中板」（Moderato），為了能夠帶出如聖詠般的莊嚴風格，又能兼顧音樂

的流暢性，筆者建議採用約 ＝80 的速度。在這個樂句中，指揮應以優雅

的手勢來帶領第一小提琴具有歌唱性的主題，並引導整體弦樂豐富的和聲

音響。第 343 小節第三拍時，提示單簧管與低音管加入。 
 〈台灣翠青〉I 第二句（344-347 小節）：第 344 小節時，指揮應拉高手

勢以帶領單簧管與低音管加入，並注意保持優雅的手勢，持續引導出流暢

而具有歌唱性的音樂。第 345 小節第三拍時，以清楚的拍點提示長笛、雙

簧管與法國號，隨後，稍微增加力量，順著逐漸往上爬升的主旋律，自然

帶起漸強。 
 〈台灣翠青〉I 第三句（348-351 小節）：此處應延續前一樂句流暢而具

有歌唱性的音樂，仍以第一小提琴的主題為重點，但在力度上則稍微增強

（mf）。第 349 小節第四拍帶出單簧管和低音管，並藉此提示後續的鋼琴與

小鼓，隨後繼續以清楚的拍點引導其平穩前進。第 351 小節第一拍時，提

示兩部長笛，藉其上升的音型提升整體音樂的張力。 
 〈台灣翠青〉I 第四句（352-357 小節）：此樂句具有總結〈台灣翠青〉

I 前三句的功用，作曲家以具有對唱風格的簡短音型來增加音樂的推進能

量，指揮應加強拍點的彈性，特別注意帶動弱拍上（第二、四拍）的活潑

節奏。第 353 小節第四拍起，再將力量增強，並以清楚、果決的動作指示

弦樂的主題與小號（及木管）的回應式音型。在第 354 及 355 小節的第二

拍時引導出鈸的滾奏，使之稍作漸強進入第三拍。第 357 小節第一拍之後，

轉為指示漸弱，在第三拍點出此樂句的結束音之後，將手勢向上拉高，準

備提示下一樂句女聲合唱進入。（請參考譜例二之 30） 
 〈台灣翠青〉II 第一句（358-361 小節）：此處以合唱為主導，樂句開

始時，指揮應先以優雅的手勢帶領女聲合唱，到第 359 小節第四拍時再帶

出兩個男聲聲部。同時亦應引導整體弦樂，使之保持溫暖的音響，輕柔的

支撐合唱前進。第 358 及 360 小節第四拍時，帶出雙簧管優美的對話式音

型，並藉此提示鋼琴的過門式琶音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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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翠青〉II 第二句（362-365 小節）：此樂句延續前面優美而具有

歌唱性的風格，指揮應保持優雅的手勢來帶領音樂前進，而重點仍放在合

唱的部份。第 362 小節起的雙簧管以高八度與主題進行齊奏，若能使之輕

柔細膩的吹奏，將可優美的襯托出女高音的主題。第 363 小節第三拍時稍

微增強力量，除了提示第四拍的管樂加入之外，也帶出一種堅定有力的氣

概。在第 365 小節的第一拍到達樂句的強奏高點之後轉弱，到第三拍時以

明確的點提示下一樂句的開始（特別注意小鼓以 mp 的力度加入）。 

 〈台灣翠青〉II 第三句（366-369 小節）：在此應繼續以優雅的手勢帶

領合唱的進行，在第 367 小節第三拍提示男低音的同時，也藉此引導低音

提琴及單簧管與低音管加入。樂團的部份，除了小鼓提早加入之外，此樂

句與〈台灣翠青〉I 第三句（348-351 小節）完全相同，指揮應注意樂團整

體的音量不可蓋過合唱。第 369 小節第一拍時提示長笛加入。 

 〈台灣翠青〉II 第四句（370-375 小節）：此樂句除了增加合唱的部份

之外，整個音樂的表現與〈台灣翠青〉I 第四句（352-357 小節）完全相同，

樂團的部份也大致不變。指揮除了將重心放在合唱上面之外，整體音樂的

帶領可以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須特別注意在第 375 小節時，以漸強

的方式進入下一樂句（第 357 小節是漸弱）。 

 〈台灣翠青〉III 第一句（376-379 小節）：此處以強奏開始（和前面兩

次的弱奏有所不同），加上調性上升一個全音，使得音樂的張力明顯提升。

指揮應順著前一樂句的漸強，以堅定有力的動作帶領音樂前進，並仍以引

導合唱的部份為重點（此樂句以齊唱的方式進行）。在樂團方面，大致上依

循前面的模式，只是要特別注意小號的加入雖使主旋律注入明亮的音色，

但力度不可太強而影響合唱，尤其是從第 377 小節第四拍起兩部小號都出

現，更要留意音量的平衡。 

 〈台灣翠青〉III 第二句（380-383 小節）：除了調性改變之外，此樂句

與〈台灣翠青〉II 第二句（362-365 小節）大致相同，指揮可仿照前面的方

式來帶領合唱與樂團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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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翠青〉III 第三句（384-387 小節）：除了調性改變之外，此樂句

與〈台灣翠青〉II 第三句（366-369 小節）相同，指揮可仿照前面的方式來

帶領合唱與樂團前進。 

 〈台灣翠青〉III 第四句（388-392 小節）：此樂句開始時仍可參照〈台

灣翠青〉II 第四句（370-375 小節）的方式來進行。在力度方面，此處已準

備進入最為強烈的結束大高潮，指揮應從第 389 小節第四拍起加強擊拍的

力量，並注意指示獨唱女高音的回音式音型。到第 391 小節第四拍起，再

將力度增強，帶出樂團總奏強烈的氣勢。第 392 小節第三拍起，除了保持

力量之外，並將速度稍做放慢，以漸強而漸慢（Allargando）的氣勢帶入下

一樂句。 

 尾聲第一句（393-396 小節）：指揮在此應延續由前一樂句所帶起的強

烈能量。第 393 及 394 小節時，運用左手來引導合唱的部份（以掌心向上

強力撐住飽滿豐富的強奏和弦），而右手則以強而具有彈性的拍點帶領樂團

總奏。第 395 小節第二拍合唱結束之後，將速度稍微加快，並保持力度，

持續推動強烈的音樂能量，向最後的高潮前進。（請參考譜例二之 31） 

 尾聲第二句（397-399 小節）：第 397 小節第一拍強力點出總奏和弦之

後，以明確的拍點引導鋼琴的上行琶音，第三拍再次指示總奏和弦，並擴

大手勢帶動漸強，到第四拍時以強有力的動作提示合唱聲部以及樂團總

奏。第 398 小節時，繼續保持擊拍的力量，在第三拍的休止符更要以最強

的 能 量 將 第 四 拍 強 烈 的 帶 出 來 （ 特 別 是 合 唱 的 部 份 所 高 聲 齊 唱 的

Formosa）。以突強的力度進入最後一個小節的長音之後，指揮隨即縮小動

作指示驟然轉弱，但又立即擴大手勢帶出漸強，引導合唱與樂團全體到達

音響飽滿、豐富的最強奏，再以強有力的動作收音，將整首樂曲結束在最

強烈的高潮之中。（請參考譜例二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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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浦羅柯菲夫的生平 

 浦羅柯菲夫（Sergey Prokofiev, 1891-1953）是一位優秀的鋼琴家及作曲

家，其藝術成就非凡，在二十世紀的音樂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浦羅

柯菲夫從小就展現優異的創作天賦，終其一生為世界留下了極為豐富的音

樂作品，包含超過二十部以上的歌劇與芭蕾等舞台音樂、電影配樂、七首

交響曲、六首鋼琴協奏曲、以及為數眾多的管弦樂組曲、鋼琴獨奏曲和聲

樂曲等，其中交響樂故事《彼得與狼》（Peter and the Wolf）是最為通俗的

傑作，至今仍扮演著引導學習者進入音樂殿堂之最佳欣賞教材。 

二十世紀的俄國正值沙皇統治的末期，由於人民對皇室不滿，經常群

起反抗，社會因而充滿動盪不安的氣氛。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沙皇退位，

俄國也逐步走向極權專制的社會主義國家。浦羅柯菲夫的一生經歷過這些

戰亂動盪的年代，他曾移居國外，尋求音樂上的發展，後來毅然選擇返回

祖國，與自己同胞的脈動相連。在這過程中，他不斷地配合時代與環境的

改變來調整自己的方向，但是對創作的執著及音樂的熱情則是始終如一。

本節將以作曲家的人生重要轉折點為依循，分成俄國時期、海外時期、及

返回蘇俄三個部份來探究其生平。 

 

 浦羅柯菲夫於 1891 年出生於烏克蘭（Ukraine）鄉間的宋索夫卡

（Sontsovka），父親亞歷克塞葉夫齊（Sergei Alekdeyevitch）是一位農業工

程師，在烏克蘭管理一大片農地，母親瑪莉亞（Maria Gregoriena Zitva）受

過良好的教育，尤其喜愛音樂，是一位業餘鋼琴家。浦羅柯菲夫是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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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子（原有兩位姊姊，但先後夭折了），47從小就備受寵愛，由於天資過人，

且父母親提供了優渥而具有文化氣息的環境，因此，他很快就展露多方面

的才華，特別是音樂的創作能力。浦羅柯菲夫小時候由母親啟蒙學習音樂，

經由她接觸了貝多芬、安東․魯賓斯坦（Anton Rubinstein, 1829-1894）、蕭

邦（Frederic Chopin, 1810-1849）及李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的鋼琴

作品。在五歲時，雖然尚未學習作曲，但他就塗鴉式的想要創作，後來在

母親的協助下，完成了第一首作品〈印度加羅普舞曲〉（Indian Galop）。48 

 雖然住在偏遠的農村，但是浦羅柯菲夫每年冬天都會隨著母親造訪莫

斯科（Moscow），有機會欣賞歌劇的演出，同時求教於塔涅耶夫（Sergey 

Taneyev, 1873-1915）等當時著名的音樂家，藉此與當代音樂潮流保持連繫。

在 1902 年時，浦羅柯菲夫的父母親特別聘請了年輕的作曲家葛利唉爾

（Reyngol’d Gliere, 1875-1956）到宋索夫卡來教導他理論以及作曲。從浦羅

柯菲夫的回憶中，葛利唉爾是一位懂得如何引導學生的好老師，雖然當時

他已經靠著自己的摸索和母親的協助，創作了《巨人》（The Giant）和《荒

島》（Desert islands）兩部歌劇，以及許多鋼琴小品，但是從葛利唉爾的指

導中，他習得基本的和聲知識、曲式以及管弦樂法，奠定了良好的理論基

礎。49 

 浦羅柯菲夫的家人原本不打算太早決定他未來的音樂之路，但隨著他

的音樂能力不斷進步，其父母也開始認真思考如何讓他接受正規的音樂教

育。終於在 1904 年，接受葛拉祖諾夫（Alexander Glazunov, 1865-1936）的

建議，申請進入聖彼得堡音樂院就讀。而當浦羅柯菲夫以 13 歲的小小年紀，

卻帶著包含四部歌劇、兩首奏鳴曲、一首交響曲及其他許多鋼琴作品去參

                                                 
47Thomas Schipperges, Prokofiev, translated by J M Q Davies, introduced by Nicholas 

Kenyon  (London: Haus, 2003), p. 18. 
48大衛․古特曼（David Gutmann）著，白裕承 等譯，黎國媛 審定《偉大作曲家群

像－普羅高菲夫》（台北：智庫文化，民國 85 年），頁 25。 
49Sergi Prokofiev, Prokofiev by Prokofiev: A Conposer’s Memoir, translated by Guy 

Daniels, cut and edited for the British edition by Francis King（London: Macdonald, 1979）, p. 
32. 

79



加入學的口試時，不但造成了轟動，也得到當時擔任主考官的李姆斯基－

柯薩可夫（Nikolay Rimsky-Korsakov, 1844-1908）之高度讚賞。50 
 浦羅柯菲夫在聖彼得堡音樂院的學習長達十年，但這求學過程並不平

順，首先是社會的變動影響了音樂院的運作。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俄國

的沙皇統治已經式微，1905 年 1 月在聖彼得堡發生「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的無情屠殺與鎮壓，更引發各地的反抗運動，音樂院也因此被迫

關閉了半年。重新開學之後，社會氣氛依舊動盪不安，這種情況自然影響

到音樂院的師生。另一方面，浦羅柯菲夫的年紀比同學們小很多，加上他

任性、自大的個性，因此，人緣非常不好。而原本抱著極大希望進入音樂

院就讀的他，卻對課程及上課內容感到不滿意。他覺得「和聲學」的教授

李亞道夫（Anatoly Lyadov）的課很無聊，而且抑制了自己的創造力，不但

不喜歡上課，還經常與老師發生爭執；對於李姆斯基－柯薩可夫教導的「管

弦樂法」，他也不是很感興趣，或許當時浦羅柯菲夫年紀太小了，無法細心

的吸取這位管弦樂大師的經驗。51 
 雖然覺得李亞道夫的課很無趣，但是，浦羅柯菲夫卻在他 1906 年所開

的「對位法」課程中，認識了兩位好朋友：阿薩費耶夫（Boris Asafiev）及

米亞司可夫斯基（Nikolay Myaskovsky）。米亞司可夫斯基比浦羅柯菲夫大

10 歲，他經常鼓勵浦羅柯菲夫，兩人同樣熱衷於新音樂，常一起探索斯克

里亞賓（Alexander Skryabin, 1872-1915）、雷格（Max Reger, 1873-1916）、

理夏德－史特勞斯（Richard Strauss, 1864-1949）和德布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8）等作曲家的作品。浦羅柯菲夫對米亞司可夫斯基相當信賴，當

他完成新作品時，第一個總是想要秀給這位好朋友看，有時他還會請米亞

司可夫斯基為這些作品命名。在聖彼得堡音樂院求學的期間，還好有米亞

司可夫斯基的出現，豐富了浦羅柯菲夫的生活內涵，其音樂才華也得到鼓

勵與讚賞。他們兩人非常勤於通信，經常互相交換音樂的理念及創作的心

得，更維持了終生的友誼。52 
                                                 

50許麗雯 主編，邵義強、羅基敏 審定，《音樂巨匠－普羅高菲夫》（台北：文庫出版，

民國 84 年），頁 5-6。 
51Rita McAllister, “Prokofiev, Sergey,”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ed.  Stanley Sadie (London: Macmillan, 1980), vol. 15, p. 289. 
52大衛․古特曼 著 白裕承 等譯，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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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想墨守傳統規範的浦羅柯菲夫，在與米亞司可夫斯基認識之後，對

新音樂的接觸更為頻繁，兩人經常參加由當時前衛派人士所定期舉辦的「當

代音樂之夜」（the Evenings of Contemporary Music）的演奏會，聆聽了荀貝

格（Arnold Schönberg, 1874-1951）、理夏德－史特勞斯、史特拉汶斯基（Igor 

Stravinsky, 1882-1971）等人的新作品發表。1908 年 12 月，浦羅柯菲夫更以

年輕的作曲家兼鋼琴家之姿，在音樂會上演奏多首自己的鋼琴作品，其中

《邪惡的暗示》（Suggestion diabolique）充滿狂野的風格，撼動了聽眾的心，

而他的音樂也因此被評為超級現代、難以理解。這些評論似乎就是浦羅柯

菲夫當時所喜愛與追尋的風格，在往後幾年裡，他也一直努力的想要保持

這個音樂界「壞小孩」（enfant terrible）的形象。53 

 在 1908/09 年的學期結束後，浦羅柯菲夫修畢了作曲課程，他所得到的

成績不高，老師們對他的作品風格也不是特別欣賞。在此之後，他轉向學

習鋼琴與指揮，會做此決定，除了對音樂院的作曲教學不滿意之外，他也

意識到自己的作品風格特殊，在未來必須靠自己演奏來推廣，因此就繼續

留在音樂院學習。 

浦羅柯菲夫的鋼琴老師艾西波娃（Anna Esipova）是音樂院的鋼琴名

師，教學以嚴格著稱，在她嚴謹的訓練之下，讓原本不喜歡按部就班彈奏

古典曲目的浦羅柯菲夫，也不得不依其方法踏實的練習。幸好經歷了這麼

一個紮實的鋼琴學習過程，浦羅柯菲夫才能夠練就精準、高超的演奏技巧，

日後也才能夠以鋼琴家的身份活躍於世界樂壇，同時，艾西波娃對音樂優

雅、細膩的詮釋，也深深影響了他未來的創作風格。54 

在指揮上，浦羅柯菲夫跟隨指揮家兼作曲家齊爾品（Nikolay Tcherepnin, 

1873-1945）學習。雖然齊爾品不認為這個學生會成為一位大指揮家，不過

他還是願意傾囊相授，他曾對浦羅柯菲夫表示：『你沒有指揮的天賦；不過

我對你成為作曲家有信心，也知道你有時必要指揮自己的作品，因此我還

是教你指揮。』55在聖彼得堡音樂院的教授中，齊爾品的風格是屬於前衛的，

                                                 
53McAllister, p. 289. 
54同上。 
55大衛․古特曼 著，白裕承 等譯，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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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以指揮家的角度來引導浦羅柯菲夫留意個別樂器的音色與技巧之

細膩變化，另一方面也傳遞了他對於德布西和史克里亞賓音樂的喜愛，這

對原本就熱衷於新音樂的浦羅柯菲夫而言，自然容易接受，而在接下來幾

年所創作的樂曲，其風格也受到這兩位作曲家的影響，例如交響詩《夢境》

（Dreams）、《秋之素描》（Autumnal sketch）等，就兼具有德布西的印象派

風格與史克里亞賓的神秘色彩。 

1910 年，浦羅柯菲夫的生活起了很大變化，因為父親過世，所以他失

去了重要的經濟資助，接下來只得靠自己生活了，還好，這時候的他已逐

漸在音樂界闖出名聲，準備開始建立其作曲家的地位。1911 年是浦羅柯菲

夫音樂生涯重要的里程碑，首先是他的交響樂作品第一次獲得公開演出的

機會：《夢境》與《秋之素描》兩首交響詩在莫斯科首演。演出雖然不是很

成功，但也引起了樂評家的注意。第二、他的《第一號鋼琴奏鳴曲》以及

由四首小曲組成的第三號作品，在重新整理之後由尤根松（Jürgenson）所

出版，這是其作品首次出版，意義相當重大。第三、他開始著手創作《第

一號鋼琴協奏曲》，此曲後來被視為浦羅柯菲夫第一首成熟作品。56  

1914 年，浦羅柯菲夫從音樂院正式畢業。畢業之前，他為了贏得音樂

院鋼琴學生的最高榮譽－「魯賓斯坦大獎」（Rubinstein Prize），在比賽時故

意不依照慣例演奏古典曲目，而以彈奏自己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參賽。

最後，他的策略成功，雖有評審表示反對，但他還是得到首獎，並獲得一

台鋼琴做為獎品。 

畢業之後，在母親的資助下，浦羅柯菲夫到倫敦遊歷，在那兒遇見了

俄國藝術界的名人狄亞基雷夫（Sergi Diagilev），也觀賞了他所帶領的俄國

芭蕾舞團（Ballets Russes）之精彩演出，並對史特拉汶斯基的三首舞台作品

《夜鶯》（Tne Nightgale）、《火鳥》（The Firebird）及《彼得洛希卡》（Petrushka）

留下深刻的印象。由於狄亞基雷夫總是積極在尋覓具有個人特殊風格的作

曲家，以做為合作的對象，浦羅柯菲夫抓住在倫敦相遇的機會，為其演奏

                                                 
56McAllister, p.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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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並且隨即獲得創作一首芭蕾舞曲的委託。可惜的

是，因為戰爭及其他種種因素，他們的合作直到 1921 年才真正實現。57 

1914 年夏天爆發了第一次世界大戰，浦羅柯菲夫為了避免被徵召入

伍，就再次到聖彼得堡音樂院註冊入學，這次他選修的是管風琴。58此後幾

年，隨著作品被演出的機會增多，浦羅柯菲夫的作曲家地位也就越來越穩

固。他陸續完成許多優秀的創作，包含附有「古典」（Classical）標題的《第

一號交響曲》、《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芭蕾舞音樂《丑角》（The Tale of the 
Buffoon）、歌劇《賭徒》（The Gambler）、以及鋼琴作品《瞬間幻影》（Visions 
Fugitives）等。 

1917 年，俄國的社會情勢極為混亂，除了正在進行中的世界大戰嚴重

影響一般人的生活之外，人民也因對沙皇的統治不滿，而頻頻與政府對抗，

在「二月革命」（Feburary Revolution）之後，沙皇被迫退位，新的政府成立，

整個國家陷入動盪不安之中。浦羅柯菲夫明顯的感受到在這種環境與氣氛

下，非常不適合其音樂生涯的發展，因此決定遠赴國外。在經過一番籌畫

之後，他於 1918 年 5 月離開俄國，開始其將近 20 年的海外生活。 

 

 離開家鄉後，浦羅柯菲夫第一個目的地是美國，他取道海參崴，途中

經過日本東京時還順便舉行了獨奏會，總共大約花了四個月的時間才到達

紐約。一開始，他的職業生涯發展得很好，當他在紐約舉行過第一場鋼琴

獨奏會之後，隨即受邀進行唱片的錄音，同時也有出版社希望能出版他的

鋼琴曲，在接受委託之後，他完成了作品三十一《一位老祖母的故事》（The 

tales of an old grandmother）和作品三十二的四首小品。隨後，在史托克

（Frederick Stock）的安排下，於芝加哥舉行兩場演出，更是獲得極大的成

功，芝加哥歌劇院的總監坎帕尼尼（Cleofonte Campanini）還承諾要上演他

的舞台作品，並且正式簽約，將在 1919 年冬季音樂會時演出他的歌劇《三

                                                 
57同上。 
58大衛․古特曼 著，白裕承 等譯，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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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橘子之戀》（The love for three oranges）。59對浦羅柯菲夫而言，來到美國

之後，一切似乎進行的令人滿意，而他也得以傾注全力在歌劇方面進行創

作，但是，後來的發展卻未如預期般的順利。 

浦羅柯菲夫於 1919 年春天患了重病，因而影響了創作進度，在病情好

轉後，他隨即投入工作，並如期完成《三個橘子之戀》，將樂譜交給芝加哥

歌劇院進行彩排事宜。正當演出的各項細節包含舞台、布景、道具等都已

安排妥當之時，歌劇院的總監坎帕尼尼突然過世，由於沒有人可以臨時接

手，所以此部歌劇的演出就被迫延期。後來，浦羅柯菲夫向劇院提出賠償

的要求，雙方起了很大的爭執，如此又再次影響了《三個橘子之戀》的演

出，直到 1921 年的 12 月，此劇才真正上演。60 

上述事件大大影響了浦羅柯菲夫的情緒，因為從幼年起，他就對歌劇

情有獨鍾，而《三個橘子之戀》是他第一部有機會正式公開演出的歌劇，

其所傾注的心力和寄予的期望是可想而知的，但卻幾經波折。除此之外，

當時美國聽眾對於新音樂的接受度並不高，樂評對其音樂亦褒貶不一，所

以浦羅柯菲夫無法持續的以演奏自己的作品來贏得名聲，於此同時，在經

濟上也逐漸顯得困窘。面對這些不如意，讓他有了離開美國的想法。 

對浦羅柯菲夫而言，在這個低潮時期最需要的就是朋友的支持。他到

美國來之後，曾在一次音樂會的場合，遇見了一位優秀的女高音琳娜（Lina 

Llubera），她在他生病時付出溫暖與關懷，並在他失意時給予鼓勵與支持。

浦羅柯菲夫也對琳娜相當傾心，特別譜寫了作品三十六的五首歌曲獻給

她，兩人的關係日益親密，並在幾年後結為夫妻。 

在美國的職業生涯受挫之後，浦羅柯菲夫便計畫轉往歐洲去尋求發

展。他於 1920 年到巴黎，再度與當時正率團演出的狄亞基雷夫會面，並重

拾兩人於 1914 年第一次碰面時就已建立的合作關係。當年，狄亞基雷夫委

託浦羅柯菲夫所創作的芭蕾舞劇《丑角》（The Tale of the Buffoon），一直都

未能搬上舞台，如今終於可以實現，這對作曲家而言是一大鼓勵，也是他

                                                 
59Schipperges, p. 52-55. 
60McAllister, p.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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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受挫之後尋求恢復信心的機會。浦羅柯菲夫將《丑角》的音樂部分

重新修改之後，由俄國芭蕾舞團於 1921 年在巴黎演出，結果相當成功。受

此激勵，他再潛心創作了《第三號鋼琴協奏曲》，準備自己擔任鋼琴獨奏的

部份，此首樂曲後來也成了他最受歡迎的傑作之一。61 

1922 年，浦羅柯菲夫的母親從蘇俄來到歐洲，由於其身體狀況不是很

好，浦羅柯菲夫就在巴黎近郊蒙特拉（Mantes-La-Jolie）租了一間房子，可

以照顧母親，同時自己也能安靜的專心作曲。1923 年，他與琳娜結婚，至

此，生活上算是安定了下來。62而其音樂作品在法國及歐洲各地所到的評

價，要比在美國時好得多，因此他身為一位作曲家的地位也逐漸穩固。 

浦羅柯菲夫在 1918 年離開俄國之後，並未斷絕與祖國之間的連繫，他

靠著與米亞司可夫斯基及其他朋友的通信，瞭解家鄉的狀況，而這些好友

們也極力為其辯護，認為他留在國外有利於推展俄國的音樂。1923 年，俄

國當局第一次正式發函邀請他返國，並安排了許多以他的作品為主的音樂

會，但這時浦羅柯菲夫的事業正要邁開大步，家人也已習慣於法國的生活，

因此，他婉拒了這個邀請，繼續留在歐洲發展。不過，雙方的接觸並未中

斷，俄國當局持續的邀請，而浦羅柯菲夫也保持開放的態度，等待成熟的

時機返回祖國。 

在生活穩定之後，浦羅柯菲夫的創作越來越得心應手，從 1920 年轉往

法國，到 1936 年返回蘇俄定居之前的這十幾年，不管是作品數量或音樂風

格均可算是最為豐富的一個時期。除了與狄亞基雷夫及法國羅曼羅夫

（Romanov）芭蕾舞團合作，陸續寫出《吊槓》（The Trapeze）等多首芭蕾

舞音樂之外，其主要的管弦樂作品，例如第二、三、四號交響曲及第三、

四、五號鋼琴協奏曲等，也都是完成於這個時期。另外，在演奏事業方面

也有很大的成就，他在歐洲各地持續的巡迴演出，也再回到美國舉行獨奏

會，其鋼琴家的地位受到廣泛的肯定。 

                                                 
61同上。 
62Schipperges,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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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年，浦羅柯菲夫接受蘇俄當局的邀請，返國舉行一系列的巡迴演

出，這是他離開 9 年之後，首度回到祖國。在這次的行程中，他於莫斯科、

基輔等地一共演出了 21 場，其中包含個人的獨奏及指揮管弦樂團演出，演

奏的曲目包含《三個橘子之戀》、《丑角》、《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及《第三

號鋼琴協奏曲》等作品。63此次返國不僅受到熱烈的歡迎，浦羅柯菲夫也得

以藉此機會和許久未見的朋友會面，重修友誼，這一趟成功的返鄉之旅，

為他將來決定搬回蘇俄定居預先鋪了一條路徑。 

1929 年 11 月，浦羅柯菲夫再次回到莫斯科訪問，由於他剛在不久前發

生了一場車禍，導致手部受傷，所以此次返國無法舉行音樂會，但他恰好

藉此聆賞了許多國內音樂家的作品，也與更多音樂圈及官方人士接觸，對

當時蘇俄的音樂環境有了更深的瞭解。1930 年，在手部的傷勢恢復之後，

他隨即於美國、加拿大等地展開一系列的巡迴演出。由於浦羅柯菲夫在歐

洲的名氣逐漸響亮，他的作品也受到更多美國音樂界及學術單位的重視，

美國國會圖書館在當年就委託他創作了一首弦樂四重奏。64 

1931 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去右手的奧地利鋼琴家魏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 1887-1961）委託浦羅柯菲夫創作一首為左手的鋼琴協奏曲。

這是一件頗具挑戰性的工作，他竭盡所能的構思，盡量兼顧演奏者的技巧、

樂團伴奏的平衡、以及音樂的表現，創作了包含四個樂章的《第四號鋼琴

協奏曲》，雖只為左手獨奏，但演奏此協奏曲需要極高的技巧。當浦羅柯菲

夫將完成的作品交給魏根斯坦時，這位鋼琴家禮貌性的接受，但也表示他

對這個作品『一個音也不瞭解，以後也不會演奏它。』65此樂曲就這樣被魏

根斯坦所收藏，直到 1956 年才由同樣失去右手的德國鋼琴家齊格菲

（Siegfried Rapp）舉行首演。 

從 1932 年起，浦羅柯菲夫回蘇俄旅行的次數越來越頻繁，他想要搬回

祖國定居的念頭也逐漸明朗化。蘇俄當局於 1933 年在莫斯科分配了一間公

                                                 
63McAllister, p. 293. 
64同上, p. 294. 
65Schipperges,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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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給他，而他也同意開始指導莫斯科音樂院的作曲學生，不過，由於配合

家人的因素，他的生活暫時仍是以巴黎為重心。在同一年，浦羅柯菲夫獲

得來自列寧格勒的電影製作費奇蒙（Aleksander Feinzimmer）的委託，為電

影《基傑中尉》（Lieutenant Kije）配樂，這是他第一次接受來自蘇俄的委託

創作，對其而言意義甚大，而這個配樂後來成了他最通俗的作品之一。 

接下來的幾年，浦羅柯菲夫與祖國之間的聯繫更為緊密，他的作品在

國內受到很大的重視，不斷有委託作曲的請求，例如管弦樂組曲《埃及之

夜》（Egyptian Nights）及芭蕾舞曲《羅蜜歐與茱麗葉》（Romeo and Juliet）

等，都是此時期受莫斯科和列寧格勒的歌劇院委託而作。後來，就在 1936

年，浦羅柯菲夫終於決定舉家遷至莫斯科定居，正式回歸祖國的懷抱。當

時蘇俄的政治情勢並不穩定，許多與他一樣流落在國外的蘇俄音樂家，例

如史特拉汶斯基及拉赫瑪尼諾夫等，都選擇在歐洲或美國發展，因此，浦

羅柯菲夫的返國，讓自己投入一個對藝術活動有著極大限制的環境，對許

多人而言均感到十分訝異。事實上，他在離開蘇俄之後，一直保留與國內

朋友之間的聯繫，並自 1920 年代中期時，就經常受邀回國，這種緊密相連

的關係直接影響到他的決定。浦羅柯菲夫也在 1933 年就曾向巴黎的友人莫

厄（Serge Moreaux）表示他想要回國的強烈意願： 

異國的環境無法激起我的靈感，因為我是俄國人，我必須要回去。

我一定要讓自己重新沈浸在祖國的氣氛之中。我必須親身感受祖國的

四季變化，聽著人們說俄國的語言，與我的親人好友交談，他們可以

給我的親切回應是這裡所缺少的；他們的歌，就是我的歌。在這裡我

會逐漸失去活力，我也怕陷入學術的泥淖中。沒錯，我的朋友，我要

回家。66 

儘管當時蘇俄的整體環境不適合藝術活動的自由發展，浦羅柯菲夫仍

舊懷抱著滿腔熱誠，準備返國貢獻自己的才華。1936 年 5 月，他將妻兒由

巴黎接至莫斯科，正式完成遷居，回到自己生長的土地，也開始他另一階

段的人生。 

                                                 
66Schipperges, p 88.  

87



 浦羅柯菲夫返回祖國時，正好碰上蘇俄的音樂環境出現重大的變化，

俄國無產階級音樂家協會（Russian Association of Proletarian Musicians）於

1932 年解散之後，屬於官方的蘇維埃作曲家聯盟（The Union of Soviet 

Composers）隨即成立，從此開始，全國的音樂事務均受到政府的控管。他

們要求音樂家注意個人作品中的社會主義內涵，並以能夠吸引廣大群眾的

音樂為重心，同時建議作曲家運用俄國傳統的民謠來當作創作的素材。浦

羅柯菲夫在做出回國的決定時，應該對此情況已有所了解，但對於政治並

不熱衷的他，或許錯估了形式，以為他可以將這十幾年來在國外發展的經

驗帶回國內，最後在情勢的壓力之下，他也不得不改變自己的創作方向，

以順應社會發展的潮流。 

 浦羅柯菲夫在返國初期受到相當尊重，他為了讓作品具有政府當局所

要求的大眾化特質，創作了一系列為兒童設計的歌曲及鋼琴小品，包含《給

兒童的音樂》（Music for Children）、《三首兒童歌曲》（Three Children’s 

Songs），以及最為通俗的交響樂故事《彼得與狼》。同時，他也積極為 1937

年兩個重要紀念與慶祝活動做準備，首先是蘇俄的偉大文學家普希金

（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逝世百週年紀念。浦羅柯菲夫接受三個委

託，為普希金的三個作品：《黑桃皇后》（The Queen of Spades）、《包利斯․

郭都諾夫》（Boris Godunov）及《尤金․奧涅金》（Eugene Onegin）創作配

樂，可惜的是，這三個委託創作都沒有演出的機會。另一個重要活動是蘇

俄十月革命屆滿二十周年的紀念，為此，他寫了一首需要五百個人演出的

超大型清唱劇，歌詞的部份取材自馬克斯（Karl Marx）、列寧（Vladimir Lenin）

和史達林（Joseph Stalin）的言論，而為了能迎合所謂「社會主義寫實論」

（Socialist Realism）的思想概念，在此部清唱劇中，他還加入了機關槍、

警報器等聲音。浦羅柯菲夫以這個作品向蘇俄當局示好的動機相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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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因此而飽受批評，雖然樂曲內容極為精彩，卻未能獲得演出的機會，

直到 1966 年才舉行首演，此時作曲家早已離開人世。67 

 剛回到俄國時，浦羅柯菲夫仍保持與西方音樂世界之間的聯繫，他於

1936 年底，到歐洲及美國進行了一趟巡迴演出。1938 年，再度赴國外旅行

演奏，這次造訪了捷克、法國、英國及美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浦羅柯

菲夫在美國時，花了許多時間在好萊塢的製片場學習電影配樂的技術，他

認為『電影是一種非常現代的藝術，並且為作曲家提供了新穎而迷人的可

能性』68，而更重要的是他想要將這技術應用於國內電影音樂的譜寫與製作

上。在浦羅柯菲夫結束旅程回國之後不久，就接到當時蘇俄著名的電影導

演艾森斯坦（Sergey Eisenstein）的邀請，為其所執導的英雄史詩《亞歷山

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譜曲配樂。兩人的合作非常成功，而

這部電影也成了當代的經典之作。後來，浦羅柯菲夫又陸續創作了許多優

秀的電影音樂，其中包含再次與艾森斯坦合作的《暴君伊凡》（Ivan the 

Terrible）。 

 浦羅柯菲夫藉由前述的兩次國外旅行演奏，得以和歐洲的朋友見面，

對他而言，這似乎是非常理想的生活：既可定居在自己的家鄉，又能在海

外的世界發展。但他沒想到，在這兩次的國外旅行之後，由於蘇俄當局對

他的限制、自己本身的健康因素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影響，他再也

沒有機會跨出國門了。 

 1941 年，浦羅柯菲夫的生活面臨重大的改變，首先是他在當年春天第

一次心臟病發作，身體健康因而大受影響。接下來，由於世界大戰的爆發，

蘇俄當局決定將重要的文化人士撤離到較不受戰火波及的南方。此時，浦

羅柯菲夫與一位剛從莫斯科文學研究院（Moscow Literary Institute）畢業的

學生米拉（Mira Mendelson）已經發展出一段感情，他就在米拉的陪伴下搬

                                                 
67McAllister, p. 296. 
68大衛․古特曼 著，白裕承 等譯，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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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至南方，而其妻子琳娜則與兩個兒子選擇留在莫斯科。69至此，浦羅柯菲

夫在莫斯科的生活以及家庭已受到嚴重的影響，後來，他與妻子琳娜的婚

姻關係，也因蘇俄當局頒布了一項取消本國人民與外國人通婚的權利之法

令，而告終止，這些境遇的變化，恐怕是他始料未及的。 

 在避居南方的時期，浦羅柯菲夫持續寫作音樂，陸續完成了交響組曲

《1941 年》（The Year of 1941）及《第二號弦樂四重奏》等作品。同時，因

為有感於戰爭的殘酷及對人民的影響，他花了大約兩年的時間，根據托爾

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的小說《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創

作一部同名的歌劇。後來，他為了讓此歌劇獲得演出的機會，就照著莫斯

科藝術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Arts in Moscow）的指示，進行大幅度的修

改。然而，如同他之前的許多大型作品一樣，這部歌劇的演出一再被取消

或延期，而作曲家在其有生之年也未能見到此劇完整的被搬上舞台。70 

 1943 年，浦羅柯菲夫搬回莫斯科近郊的伊瓦諾弗（Ivanovo），並準備

著手創作《第五號交響曲》，這時距離他完成前一首交響曲已有十幾年的時

間。在浦羅柯菲夫的作品中，以歌劇、芭蕾等舞台音樂的數量最為豐富，

他也經常將這些音樂以管弦樂組曲的形式整理出版，例如《三個橘子之

戀》、《羅蜜歐與茱麗葉》第一及第二號組曲…等等，與此相較之下，他在

交響曲方面的成就，是顯得薄弱了些。而且，在他已完成的四首交響曲中，

似乎還未出現真正讓自己非常滿意的代表作。71對於這首《第五號交響曲》，

浦羅柯菲夫充滿高度期待，他曾表示：『這個作品將會是我創作生涯的高

峰…它是一首象徵人類偉大精神的交響曲。』72 
                                                 

69米拉後來一直與浦羅柯菲夫生活在一起，而琳娜則曾被蘇俄當局故意以從事間諜 
 的罪名逮捕，在西伯利亞勞改營度過了八年的歲月後，才又回到莫斯科。 

70McAllister, p. 297. 
71附有「古典」標題的第一首，是他年輕時以模仿古典時期的風格所作；第二首完成 

於他剛從美國轉往歐洲發展的初期，不僅寫作過程不順，在首演之後，自己也對樂曲感到

不滿意；第三首和第四首則分別從自己的歌劇《怒火天使》（The Fiery Angel）及《浪子》

（The Prodigal Son）中取材改作而成。 
72McAllister, p.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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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 年 1 月，浦羅柯菲夫親自指揮《第五號交響曲》於莫斯科首演，

果然獲得非常好的評價，而此曲的名聲也立刻轟動到國外，並很快的在美

國及法國演出。當時紐約時報的記者歐林․唐斯（Olin Downes）做了如下

的評論：『這首交響曲肯定是俄羅斯在過去二十五年以來最有趣，或許是最

好的作品之一。它無疑是這位作曲家最豐富、最成熟的交響作品。』73隨著

《第五號交響曲》的成功，浦羅柯菲夫的聲望更為提高，他受到當局高度

的肯定，成了蘇俄最重要的作曲家。但是，不久後，他因不慎跌倒，造成

嚴重的腦震盪，足足在醫院休養了四個多月，雖然慢慢恢復了健康，但後

遺症不斷，一直到他去世，而指揮《第五號交響曲》的首演，則成了他最

後一次的公開演出。 

 1946 年，為了健康的因素，浦羅柯菲在米拉的陪伴下搬到尼可里納

（Nikolina Gora）的鄉下，並在此度過人生最後的幾年歲月。雖然在嚴重受

傷過後，體力明顯的下降，但他對於創作卻仍相當執著，包含歌劇《一個

真實男人的故事》（The Story of a Real Man）、芭蕾舞曲《石之花》（The Stone 

Flower）、以及第六號和第七號兩首交響曲等，都是他晚期的優秀作品。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蘇俄政府逐步加強對文學及藝術的控制，並

在 1948 年開始對當時許多著名音樂家包括：浦羅柯菲夫、蕭士塔可維契

（Dmitry Shostakovich, 1906-1975）、哈察都利安（Aram Khachaturian, 

1903-1978）等，進行嚴格的批判。某些保守人士以「創作內容太接近形式

主義，無法讓一般民眾瞭解與欣賞」為由，來攻擊他們。浦羅柯菲夫的許

多早期作品，也因此而遭受禁演的命運。受到這些事件的影響，加上週遭

好友逐漸過世，浦羅柯菲夫在生命的最後幾年，幾乎過著隱居的生活，只

有偶而出席自己作品的演出活動。74 

1952 年 10 月，浦羅柯菲夫在莫斯科聆賞了自己的《第七號交響曲》首

演，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露面。1953 年 3 月 5 日，浦羅柯菲夫因腦溢血而

                                                 
73大衛․古特曼 著，白裕承 等譯，頁 225。 
74McAllister, p.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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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碰巧的是，蘇俄共產黨的國家總書記史達林也在同一天離開人世。

當時國家領導人的死訊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大事，因而使得浦羅柯菲夫去世

的消息被封鎖了好幾天，直到遠在美國的紐約時報披露了之後，蘇俄的報

紙才開始報導。 

受限於大環境的氛圍，浦羅柯菲夫的喪禮只能簡單的進行，在卡巴賴

夫斯基（Dimitry Kabalevsky, 1904-1987）的主持與安排之下，大衛․歐斯

特拉赫（David Oistrakh, 1908-1974）演奏了作曲家的《f 小調小提琴奏鳴

曲》，與在場的數十位他最親近的朋友及同事，一起懷念這位對蘇俄二十世

紀的音樂發展具有偉大貢獻的傑出音樂家。75 
 
 

第二節 

浦羅柯菲夫的音樂特質 

與《第一號鋼琴協奏曲》概說 

 浦羅柯菲夫對音樂歷史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他的作品豐富且多樣，

不僅具有個人獨特的風格，同時也反映出二十世紀上半那瀰漫著擾攘紛亂

的社會環境所形塑之詭譎多變的時代精神，或許就是這個易變的特性，讓

人很難將他真正歸類於某一學派。他曾表示：『一個作曲家必須一直尋求新

的表現手法，他的每首作品必都有其獨特的表現技巧，若非如此，他將無

可避免的重複自己的創作模式，而這代表其創作能力的結束。』76就是這種

追求創新的邏輯思考，主導著浦羅柯菲夫的創作活動，並使其作品呈現出

多樣性的風格。 

                                                 
75Schipperges, p 148. 
76同上,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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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羅柯菲夫的創作生涯，可依其生平的重大轉折，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在離開蘇俄之前，此時他強調突破傳統，追求現代感，當時

的許多作品例如《邪惡的暗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及交響詩《夢境》

和《秋之素描》等，均被認為是相當前衛的音樂。第二個時期，他旅居國

外，創作風格稍轉為平順，其中《三個橘子之戀》及《第三號鋼琴協奏曲》

等，都是廣受歡迎的作品。第三個時期是在返回蘇俄後，由於受到政治形

勢的限制，他為了配合當局的要求，寫作了許多符合社會主義內涵、能夠

吸引廣大群眾的音樂，例如《彼得與狼》和《給兒童的音樂》等，以及為

多部電影所做的配樂。 

儘管浦羅柯菲夫的風格不容易被歸類，但是他的音樂所具有之獨特性

及其表現的傾向，是可以瞭解與掌握的，而這對於演奏或學習其音樂者是

非常重要的一環。因此，在本節中，將先探討浦羅柯菲夫的音樂特質，然

後再論及其《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的創作、首演經過。 

 

一、調性的堅持 

為了跳脫出傳統的音樂語法，二十世紀初期的許多作曲家，例如巴爾

托克（Béla Bartók, 1881-1945）、荀貝格等，紛紛拋開調性的束縛，尋求新

的表現方式，荀貝格在後來更完全摒棄傳統的和聲理論，發展出十二音音

列的創作技法。比起這些追求脫離調性的二十世紀音樂家，浦羅柯菲夫顯

得相對保守，雖然在其作品中也運用了許多極不諧和的和聲、奇異的轉調

及誇張的旋律線條，有時非常接近無調性的音樂，但是他一直都沒有忽略

調性的重要功能。浦羅柯菲夫認為調性系統是音樂的基礎77，由於對這個概

念的堅持，他所有的交響曲、協奏曲及鋼琴奏鳴曲中，每一首均有著明確

的調性（請參考表三之一所呈現的交響曲調性一覽）。 

 

                                                 
77Schipperges,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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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之 1：浦羅柯菲夫的交響曲調性一覽表 
 

交響曲編號 調性 創作年代 
第一號（古典） D 大調 1916-1917 
第二號 d 小調 1924-1925 
第三號 c 小調 1928 
第四號 C 大調 1929-1930 
第五號 Bb 大調 1944 
第六號 eb 小調 1945-1947 
第七號 c#小調 1951-1952 

 
二、簡潔與透明 

 浦羅柯菲夫曾很有自信的表示：『在我所寫作的任何形式作品中，我始

終把握兩個主要原則：第一是以清晰透明的方式來表現我的樂想；第二是

簡潔，避免多餘的陳述。』78在他的作品中，簡潔與透明確實是重要的表現

方式，它們不僅明顯的映現在浦羅柯菲夫返回蘇俄之後所創作的《彼得與

狼》和《給兒童的音樂》等因應當局的藝術政策所完成的樂曲中，其早期

的創作，例如《第一號交響曲》與鋼琴曲《瞬間幻影》，甚至是到美國及歐

洲發展時所寫的音樂《三個橘子之戀》及《基傑中尉》組曲等，都可發現

相似的特質。在這些樂曲中，除了各個樂章所需的演奏時間不長之外79，大

部分也都具有鮮明的主題與清晰的段落，而且常常是以敏捷、明快的方式

做結束。 
 
三、五大音樂走向 

除了前述的特點之外，浦羅柯菲夫在 50 歲時所寫的自傳中，也列舉了自

                                                 
78Schipperges, p. 10. 
79在浦羅柯菲夫的《三個橘子之戀》、《基傑中尉》、《羅蜜歐與茱麗葉》等組曲中，大

都是由 5 分鐘以內的短曲組成，偶有篇幅稍長者，皆不超過 10 分鐘；《瞬間幻影》有二十

首短曲，只需要大約 25 分鐘的演奏時間，平均每首不到 2 分鐘；五首鋼琴協奏曲中，最

長樂章的演奏時間也大約只在 11 分鐘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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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創作上的五大走向：古典的（Classical）、創新的（Innovation）、觸技曲

或運動力的（toccata or motor）、抒情的（lyrical）、戲謔怪誕的（grotesque）。
80 

古典的走向：浦羅柯菲夫小時候常聽母親彈奏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

因此深受古典曲式結構的影響。從他致力於交響曲、協奏曲及奏鳴曲等樂

種的創作，亦可以得知其以古典傳統為基礎的音樂傾向。他偶而也會刻意

模仿傳統的音樂風格，例如在《第一號交響曲》的〈第三樂章〉中採用了

十八世紀所盛行的〈嘉禾舞曲〉（Gavotte）。 

創新的走向：浦羅柯菲夫並不像史特拉汶斯基一樣不斷地在節奏上力

求新穎的變化，他主要的創新是從和聲開始。他回憶小時候曾將自己所寫

的第一首交響曲（G 大調）交給莫斯科的作曲老師塔涅耶夫看。塔涅耶夫

雖然加以讚賞，但也對該交響曲中大部份都使用 I，IV，V 級的和聲感到平

庸與好笑。這件事讓浦羅柯菲夫耿耿於懷，並且開始進行和聲創新的嘗試。

當他在幾年後呈現其作品第二號《鋼琴練習曲》時，塔涅耶夫反被其新穎

的和聲所激怒，甚至認為樂曲中有太多「錯誤的音」。81浦羅柯菲夫在和聲

的創新方面，主要是以四度或五度的堆疊來與傳統的三和弦做區格，或是

在三和弦上面增加七、九、十一或十三音，營造出不諧和的音響，而這個

創新的走向，後來也延伸到旋律線條、配器法以及戲劇性方面，成為表現

其強烈而獨特的風格之綜合性音樂語言。 

觸技曲或運動力的走向：這個觸技曲的走向受到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的作品《觸技曲》之影響，主要是以技巧及運動力的表現為主。

在浦羅柯菲夫的創作中，以鋼琴作品最能展現此一特點，在他的五首鋼琴

協奏曲以及作品二《鋼琴練習曲》和作品十一《觸技曲》等，皆可發現許

多樂段具有強烈的運動力，十足展現觸技曲的風格。 

抒情的走向：浦羅柯菲夫所謂的抒情走向，並不一定與抒情的旋律相

關，它可以只是營造一個若有所思的情緒或近乎冥想的氣氛。由於早期追

                                                 
80Sergei Prokofiev, Autobiography, in his Soviet Diary 1927and Other Writing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Oleg Prokofiev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48-249. 
81Prokofiev, 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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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創新、前衛的態度，讓他音樂中的抒情風格受到忽略，而他自己也覺得

在年輕時比較沒有特別發揮這部份的天賦。雖然浦羅柯菲夫作品中的抒情

特質是隨著年歲的增長而越來越豐富，但在他早期的創作中也不難發現此

一重要的音樂內涵，例如其《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的第二大段，以及作品

編號三《四首鋼琴小品》中的第一曲〈故事〉（Story），都具有極為濃厚的

抒情風格。 

戲謔怪誕的走向：所謂的戲謔怪誕是指作曲家以詼諧、嘲諷、或出其

不意的手法來表現音樂。浦羅柯菲夫並不特別強調自己音樂中的這個走

向，但在他到美國及歐洲發展的期間，一般聽眾及評論家總喜歡以古怪、

獨特的異國風來形容他的音樂，例如，有人描寫他《第二號鋼琴奏鳴曲》

的〈第四樂章〉：『如同一群長毛象在亞洲高原上猛烈的向前衝。』82這個戲

謔怪誕的特質，經常出現在浦羅柯菲夫所創作之具有強烈戲劇性標題的音

樂中，例如《三個橘子之戀》、《瞬間幻影》及《邪惡的暗示》等作品。 

  

 浦羅柯菲夫從 1904 年起就進入聖彼得堡音樂院求學，直到 1914 才畢

業。在這 10 年的學習過程中，他先完成作曲的學業，然後再鑽研鋼琴演奏

及指揮。由於對音樂院的理論與創作方面的教學不滿意，所以浦羅柯菲夫

就藉由與外界的接觸來滿足自己的求知慾。大約從 1909 年起他就經常和音

樂院的同學米亞司可夫斯基參加由當時前衛派人士所定期舉辦的「當代音

樂之夜」的演奏會，聆聽荀貝格、理夏德－史特勞斯及史特拉汶斯基等人

的新作發表，並且也曾在音樂會中演奏自己的作品。在這個時期，浦羅柯

菲夫所追求的是新穎、現代的音樂風格。 

這首《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創作於 1911-1912 年之間，當時，浦羅柯菲

夫在音樂院的求學已進入尾聲。1911 年，由於《夢境》與《秋之素描》兩

                                                 
82Neil Minturn, The Music of Sergi Prokofie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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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交響詩獲得在莫斯科首演的機會，以及首次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他的作品

（包含《第一號鋼琴奏鳴曲》及由四首小曲組成的第三號作品），讓浦羅柯

菲夫逐漸建立起作曲家的地位。就在這充滿自信與企圖心的狀況下，作曲

家著手寫作這首《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剛開始，他的構想只是寫一首由自

己擔任主奏的鋼琴與管弦樂團的簡短小協奏曲，後來才擴張為一首完整協

奏曲的規模。83浦羅柯菲夫的好友米亞司可夫斯基對這首樂曲的創作過程有

著相當程度的瞭解，他曾寫信給莫斯科的朋友，表示作曲家『正著手寫鋼

琴與管弦樂隊合奏的華麗而生動的協奏曲。鋼琴主奏部份實在難彈而很具

獨創性，曲子充溢著新鮮的魅力。』84  

1912 年夏天，浦羅柯菲夫完成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並將它獻給自

己最敬愛的老師：齊爾品。同年  8 月 7 日在莫斯科的梭科尼奇公園

（Sokolniki）舉行首演，由作曲家本人擔任鋼琴獨奏，米亞司可夫斯基的好

友，小提琴家兼指揮家沙拉杰夫（Konstantin Saradzhev, 1877-1954）擔任指

揮，樂團則是莫斯科的梭科尼奇夏季管弦樂團。85浦羅高菲夫自己對演出感

覺相當滿意，他寫信向友人史密特霍夫（Maximilian Schmidthof）敘述演奏

會的情況：『我的協奏曲演出很順利，指揮沙拉杰夫精準的掌握所有的速度

變化，音樂就在我的手指間流動起來。…配器方面，效果很好，樂團絲毫

不會掩蓋過鋼琴的聲音。…聽眾熱烈的鼓掌要我回到舞臺上，應他們的要

求，我彈奏了嘉禾舞曲和第四首練習曲。和樂團協奏真是一個愉快的經驗。』

86  

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的首演在莫斯科造成極大的轟動，

大部份聽眾對其高超的鋼琴演奏技巧均大為讚賞，但許多評論卻對音樂的

內容大加撻伐，其中包括「噪音」、「音樂糞土」及「雜耍賣弄」等惡毒的

                                                 
83McAllister, p. 290. 
84伊藤惠子 著，李哲洋 譯〈浦洛可菲夫 降 D 大調 第一號 鋼琴協奏曲 作品 10〉，

李哲洋 主編《最新名曲解說全集 10 協奏曲 3》（台北：大陸書店，民國 81 年），頁 176。 
85同上。 
86Program notes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2003 November Concert. 

http://nyphil.org/programNotes/0304_Prokofiev_PC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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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但也有擁護者極力推崇，認為此曲「華麗，充滿機智與想像力。」87

後來，當浦羅柯菲夫到歐洲發展時，法國的作曲家浦浪克（Francis Poulenc, 

1899-1963）聽到這首協奏曲，對其讚譽有加，認為浦羅柯菲夫『以此曲進

入大作曲家之林，一如貝多芬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預示了其成熟期的傑

作。』88 

除了首演引起的轟動之外，浦羅柯菲夫還以這首鋼琴協奏曲贏得音樂

院的鋼琴學生之最高榮譽－魯賓斯坦大獎。1914 年，在他即將從莫斯科音

樂院畢業之前，他參加了這個鋼琴比賽，但並未依照慣例彈奏古典的曲目，

而是演奏自己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當時浦羅柯菲夫自認若演奏古典的

協奏曲，應該無法勝過其他優秀的對手，所以就故意以自己的樂曲參賽。

其目的除了想要以新奇的風格與技巧來取勝之外，他也算計著，萬一未能

獲勝，別人也無法得知到底是因為他技不如人或是樂曲本身不能得到認

同。根據作曲家的回憶，他在決賽之前，特別要求出版社將協奏曲的鋼琴

譜趕印出來：『我買了二十份樂譜，在比賽時發給所有的評審，當我走上舞

台，第一眼就瞥見我的協奏曲打開在二十人膝上，這對一個初有作品付梓

的作曲家來說，真是難忘的一景。』89後來，雖然當時音樂院的院長葛拉祖

諾夫極力反對，但大部分的評審都支持浦羅柯菲夫，他也就因此如願的獲

得這個大獎。 

 上述這個獲獎的經過，成為後人津津樂道的話題，同時也增添了這個

作品的知名度，而浦羅柯菲夫對這首協奏曲也深具信心，認為這是自己第

一個成熟的作品，不管在處理鋼琴和管弦樂團的音響部分，或整個樂曲的

結構設計與鋪陳，都具有創意與深度。90《第一號鋼琴協奏曲》不僅為作曲

家在莫斯科音樂院的求學畫下美好的句點，同時也是他創作初期的最佳代

表作。 

                                                 
87大衛․古特曼 著，白裕承 等譯，頁 59。 
88同上。 
89同上，頁 63。 
90Schipperges,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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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浦羅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樂曲分析 

 浦羅柯菲夫一共創作了五首鋼琴協奏曲，其中除了受奧地利左手鋼琴

家魏根斯坦委託的第四號之外，其餘四首都是為自己而作，首演也都親自

擔綱。由於在鋼琴演奏方面受到老師艾西波娃的嚴格調教，練就了精準、

高超的技巧，所以當他在寫作這些為自己量身訂做的樂曲時，很自然的會

重視獨奏者的技巧展現。此外，如前一節所述，這首《第一號鋼琴協奏曲》

是浦羅柯菲夫邁向成熟時期的代表作，除了艱難的鋼琴技巧之外，在樂團

與鋼琴的音響平衡，以及全曲的結構上，均可見作曲家精巧獨到的創作技

巧。在本節中，將就曲式結構、配器、重要的和聲與調性，對《第一號鋼

琴協奏曲》進行分析，期能充分掌握全曲，以做為指揮者詮釋音樂之基礎。 
 

 

 浦羅柯菲夫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是單一樂章的形式，全曲主要由

序奏及四大部份所構成。作曲家曾表示此樂曲的結構『如奏鳴曲式一般，

分為呈示部、發展部及再現部，但在發展部之前，另插入了一段行板；序

奏將會在呈示部之後再次出現，並當做尾奏之用；發展部屬於詼諧曲的風

格，再現部之前則是鋼琴的裝飾奏樂段。』91從作曲家的說明可以瞭解，他

以奏鳴曲式（Sonata form）為中心來建構這首協奏曲。經過筆者深入分析

之後，將整個樂曲的鋪陳歸納為：序奏（1-44 小節）－呈示部（45-233 小

節）－序奏再現（234-268 小節）－行板（插入段，269-310 小節）－發展

部（詼諧曲，311-367 小節）－裝飾奏樂段（368-409 小節）－再現部（410-461

小節）－尾奏（462-487 小節）。 

 

                                                 
91Schipperges,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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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樂團部分，浦羅柯菲夫將兩管編制稍為擴大：木管增加了短笛及低

音管；銅管則使用四支法國號、兩支小號、三支長號及一支低音號；敲擊

樂器除了定音鼓之外還使用了鐘琴（Campanelli）；弦樂五部。下面以表列

方式呈現此曲之樂團編制。 
 

表三之 2：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之樂團編制一覽表 
 

分類 樂器及數量 
短  笛 1 
長  笛 2 
雙簧管 2 
單簧管 2 

低音管 2 

   
 

木管 

倍低音管 1 
法國號 4 
小  號 2 
長  號 3 

 
銅管 

低音號 1 
敲擊 定音鼓 1 組，鐘琴 

弦樂 五部 

 

 接下來將依照樂曲的結構，整理出全曲的小節句分析表，表中清楚的

呈現整個協奏曲的曲式內容、樂句以及對應的調性和速度，後續的分析也

將以此表中的樂句來進行。有關和聲與調性的部份，如本章第二節所論及，

浦羅柯菲夫常會在三和弦上面增加七、九、十一或十三音，營造出不諧和

的音響，或以奇異的轉調及誇張的旋律線條（有時非常接近無調性的音樂）

來追求創新的音響效果，因此，其調性無法如古典風格的樂曲一般明顯，

在此分析的過程中，遇有複雜不易確定之情況時，筆者仍會試圖以主要的

音型來歸納出調性，這個部份主要是依據筆者的判斷，或許會有見仁見智

的看法，在此特別提出來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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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之 3：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小節句分析表 
 

樂曲結構：單樂章奏鳴曲式 
曲式內容 小節數 樂句結構 調性 速度 
序奏 
前導 
序奏主題 
 
 

1-44 
1-2 
3-10 
11-18 
19-26 
27-34 
35-44 

 
2 
4*2 
4*2 
4*2 
4*2 
4*2+2 

 
Db  

Db 
Db, bb 
gb, Db 

Db, bb 
Db 

 
Allegro brioso 
 
 
 

呈示部 
第一主題群 
 
 
 
 
 
 
 
第二主題群 
 
  
 
 
 
 
結束句 
 
第三主題群 a 
 
第三主題群 b 
 
第三主題群 a’ 
 
第三主題群 b’ 
 
鋼琴間奏 
 
 

45-233 
45-51 
52-58 
59-66 
67-70 
71-75 
76-79 
80-83 
84-91 
92-99 
100-107
108-115
116-123
124-131
132-139
140-147
148-155
 
156-159
160-163
164-167
168-171
172-175
176-179
180-183
184-187
188-191
192-195
196-197

 
3+2+2 
3+2+2 
4*2 
2*2 
3+2 
2*2 
2*2 
4*2 
4*2 
4*2 
4*2 
4*2 
4*2 
4*2 
4*2 
4*2 
 
1+1+2 
1+1+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 

 
C 
d  
Bb, C 
C 
C 
a 
a 
a, (A b) 
Db,(C) 

Db 
Db, C 
D, Db, c#

Db, D 
Db, C 
B,C,B,C
C 
 
e 
a 
e 
e 
e 
a 
e 
e 
C 
F 
C 

 
Poco piu mosso 
 
 
 
 
 
 
ritardando 
Tempo primo 
 
 
 
Piu mosso 
 
Poco rit 
Poco rallent, a tempo, 
accel. 
Meno mosso 
 
 
 
 
 
 
 
 

rall. a tempo rall. 
Piu mosso (Temp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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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 I 
 
 
 
 
推移 II 
 
 

198-199
200-203
204-207
208-211
212-215
216-219
220-223
224-228
229-233

2 
2*2 
2*2 
2*2 
2*2 
2*2 
2*2 
3+2 
3+2 

e 
e 
e 
e 
e 
E 
E 
E 
Ab 

 
 
 
poco a poco accel.  
 
Animato 

序奏再現 
序奏主題 
 
 
結束句 

234-268
234-241
242-249
250-257
258-263
264-268

 
4*2 
4*2 
4*2 
2*3 
4+1 

 
Db 
Db, bb 
f#, Db  
Db 
Db 

 
 
 
 
 
pochissimo rit 

行板（插入段）  
行板主題 
 
變奏 I 
 
變奏 II  
 
變奏 III 
變奏 IV 
 
結束句 

269-310 
269-272
273-276
277-280
281-284
285-288
289-294
295-298
299-302
303-306
307-310

 
2*2 
2*2 
2*2 
2*2 
2*2 
2*2+2 
2*2 
2*2 
2*2 
1+3 

 
g#, d 
E, C 
c#, g 
A, C 
g#, d 
E,  
g#, d 
g#, d 
E, C 
C, c  

 
Andante assai 
poco rit. 
 
rit. 
a tempo 
 
 
rit. 

tranq. decresc. e rit. 
lento 

發展部（詼諧曲） 
前導 
 
第一主題群動機和第
三主題群 a 動機 
 
 
過門 I 
 
 
第二主題群動機 
 
過門 II 
 

311-367 
311-315
316-317
318-323
324-329
330-333
334-336
337-341
342-345
346-347
348-351
352-355
356-359
360-363
364-367

 
2*2+1 
2 
2*3 
2*3 
2*2 
3 
3+2 
4 
2 
2*2 
2*2 
2*2 
2*2 
4 

 
A b（Db）
Db  
B 
C 
C, D 
D 
Eb, C 
a 
a 
a 
b, db 
e 
e 
e 

 
Allegro scherzando 
 
 
 
 
 
 
 
pochissimo meno 
mo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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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奏樂段 
前導 
第二主題群動機 
 
 
 
 
 
結束句 

368-409
368-369
370-373
374-377
378-385
386-393
394-397
398-401
402-409

 
2 
2*2 
2*2 
3+2+3 
3+2+3 
2*2 
2*2 
4*2 

 
e 
C, Bb 
d, C 
C, Db 
C, B 
Bb  
Bb 
B 

 
 
 
poco rit. a tempo 
 
 
 
 
poco rit. accel. 

再現部 
第三主題群 a 
 
第三主題群 b 
 
推移 I 
 
 
 
 
推移 II 
 
 
 

410-461
410-413
414-417
418-421
422-425
426-429
 
430-433
434-437
438-443
444-447
448-451
452-456
457-461

 
1+1+2 
1+1+2 
2*2 
2*2 
2*2 
 
2*2 
2*2 
2*3 
2*2 
2*2 
3+2 
3+2 

 
c# 
f# 
c# 
c# 
c# 

 
c# 
c# 
c# 
E 
E 
E 
Ab 

 
Poco più sostenuto 
 
poco a poco accel. 
 
Più mosso sempre 
accel. (al animato) 
 
 
 
Animato  
 
 
 

尾奏（序奏主題） 
 
 
 
 

462-487
462-469
470-477
478-483
484-487

 
4*2 
4*2 
2*3 
3+1 

 
Db, bb 
Db 
Db 
Db 

 
 
 
 
 

 

前導（1-2 小節）：Db 大調，2/2 拍子，「活潑的快板」（Allegro brioso）。

弦樂全體加上銅管樂器（小號除外）以連續三個 Db 大調主和弦開啟這首樂

曲。由於音域集中在低音區，配合樂團的強奏表現出渾厚有力的氣勢，讓

這個音樂的開始含有一種強烈宣告的意味。在和聲的使用上，作曲家以 Db

大調的主音三和弦明確地表示調性，並在樂曲最後回到 Db 大調結束，首尾

一致，相互呼應。如前一節所述，雖然浦羅柯菲夫追求前衛的風格，但他

仍堅持著傳統的調性，此處就提供了一個很好的例證。（見譜例三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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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之 1：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1-2 小節 
 

 
 

序奏主題第一句（3-10 小節）：主奏鋼琴以很強的力度主導序奏主題，

這個主題屬於先上行後下行的迴旋式音型，並持續頑固式的反覆，樂句結

構是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樂團的部份：第一小提琴始終與鋼琴的主題齊

奏，兩支雙簧管與兩支長笛輪流加入齊奏的行列，藉此增強了主題的能量；

第二小提琴、中提琴與兩支單簧管以分解和弦的波浪式音型順應著迴旋式

主題的方向前進，形成了具有流動性的中間聲部；定音鼓和低音號在第 3

小節的一聲強奏之後隨即隱去；大提琴、低音提琴、低音管及倍低音管以

較長音符時值形成一個對位聲部，四部法國號提供和聲的支持。（見譜例三

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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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之 2：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3-10 小節 

 

 序奏主題第二句（11-18 小節）：延續前一樂句的進行，此處仍屬工整

的兩個 4 小節句。樂句開始時，隨著主題的音域向上爬升，張力也逐漸提

高，定音鼓再度出現，以主、屬音配合樂團的漸強，推升至第 13 小節的最

高點，低音號也在此時以主音加入，增強了整體氣勢。在最高點之後，隨

著主題的音域逐漸下降而回到漸強之前的狀態。樂團的部份除了讓長笛和

雙簧管在八度上齊奏，配合第一小提琴的兩個分部增強主題的音量之外，

其餘配置皆與前一樂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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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奏主題第三句（19-26 小節）：此樂句仍屬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配

器的部份除了省去長笛之外，其餘皆依循前一樂句配置。迴旋式的主題在

此以半音為距，逐漸往下進行（前樂句以每 2 小節為單位，後樂句則更緊

湊的每小節降低半音）。除了主題旋律進行的半音風格之外，此處的和聲處

理亦極為突兀、不和諧。樂句開始時，在沒有預備的情況下，低音聲部突

然出現還原 D 音，這與本曲的主調（Db 大調）形成強烈對比，接下來更多

次使用增 4 度的進行，使得低音聲部的音程變化極為銳利。而單簧管和內

聲部弦樂的分解和弦以及法國號的和聲也配合主題旋律的半音風格進行配

置。（見譜例三之 3） 
 

譜例三之 3：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19-26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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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奏主題第四句（27-34 小節）：此樂句乃反覆序奏主題第一句，但不

用主奏鋼琴，僅由樂團演奏，並在配器上稍做變化。弦樂部分維持不變。

木管部分，原本吹奏主題的雙簧管改為吹奏分解和弦。銅管部分，原本擔

任和聲的法國號在前半樂句時分別由第一、三部吹奏主題，第二、四部吹

奏分解和弦，在後半樂句時則僅留下第一、二部吹奏分解和弦；低音銅管

加入，增強了低音與和聲的音響；兩支小號輪流吹奏主題，增加旋律的亮

度與強度。 

 序奏主題第五句（35-44 小節）：此為序奏最後一句，樂句結構是 4*2+2

小節句，先依循序奏主題一貫的前後句各 4 小節的模式，然後再以 2 小節

作為結束。此處基本上是反覆序奏主題第二句，但與前面不同的是，這個

樂句藉由逐漸向上爬升的旋律以及漸強的力度，推進至序奏結束的最高

潮。旋律的進行具有半音風格，但低音的對位聲部則以 Db 大調為主。在配

器上，除了加入短笛演奏主題之外，其餘皆依照前一樂句的配置。 
 

 第一主題群第一句（45-51 小節）：此樂句由主奏鋼琴單獨表現。調性

轉至 C 大調，速度稍稍加快，樂句結構是 3+2+2 小節句。音樂具有跳躍、

練習曲一般的風格，主要音型以八分音符為主，從低音區開始先以三度跳

進和級進往上爬升，至高音區時以八度跳躍展現鋼琴清脆的音質，然後再

以八度跳進下行。作曲家在此呈示部的一開始，就明示這首協奏曲的觸技

風格。（見譜例三之 4） 
 

譜例三之 4：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45-51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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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題群第二句（52-58 小節）：這個樂句是前一樂句的模進，樂句

結構與音型完全相同，但整體音程提升二度。 
第一主題群第三句（59-66 小節）：主奏鋼琴先接續前一樂句的跳躍式

風格，然後再將右手的高音聲部轉換成音階式的快速音群。樂團弦樂部份

先以撥奏巧妙的融入鋼琴的跳躍式音型，再由第一小提琴的震音（trill）為

鋼琴的快速音群提供閃動的背景（見譜例三之 5）。此樂句是結構工整的兩

個 4 小節句，後半樂句以提高二度的模進方式重複前半樂句的素材。 
 

譜例三之 5：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59-62 小節 

 
第一主題群第四句（67-70 小節）：此為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手法也

如前一般以模進處理後半樂句。主奏鋼琴的高低音聲部以三對二的節奏進

行。樂團的部份以四分音符協助節奏的穩定，同時利用弦樂撥奏和用弓演

奏交替進行，並結合單簧管與低音管和法國號的輪奏，製造音色的變化。 
第一主題群第五句（71-75 小節）：此樂句結構是 3+2 小節句，在前半

的 3 小節句裡，作曲家改變先前平穩、對稱的節奏型態，轉而以每三組三

連音為一個單位來組合主奏鋼琴的音型，因而形成了在 3 個小節中含有 4
個單位的不對稱模式。為了突顯這個節奏，第二小提琴、中提琴以及大提

琴同樣以 4 次固定音型進行伴奏，並在每次開始的第一個音加上重音，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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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調這個具有切分音特質的節奏型態（見譜例三之 6）。後半的 2 小節句

裡恢復了平穩的節奏模式，在低音弦樂撥奏及高音弦樂和法國號的後半拍

規律伴奏下，鋼琴接續前面的三連音音型逐漸向上爬升，並藉由漸強將能

量往前推進。 
 

譜例三之 6：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71-73 小節 

 

第一主題群第六句（76-79 小節）：此樂句是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由

前面漸強推動的能量在此到達一個頂點，小號在這個頂點時以強奏加入，

並與法國號和全體弦樂一齊在強奏之後突然轉弱，製造富有戲劇張力的力

度變化。樂句後半時，則以低音弦樂和法國號提供規律的節奏背景。鋼琴

仍舊維持三連音的節奏，右手的音程以大跳為主，左手則多是半音級進，

兩者同樣具有往下進行的趨勢。 

第一主題群第七句（80-83 小節）：樂句仍為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主

奏鋼琴延續前面的跳躍式風格。樂團的部分以弦樂的頑固音型為主，法國

號和低音管輪流搭配，此處由於音域保持在音色較暗的中央 C 以下，整體

音響顯得柔和，藉此提供了穩定的節奏與和聲背景。 

第一主題群第八句（84-91 小節）：這是第一主題群的結束樂句，結構

為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主奏鋼琴主要是以半音階與琶音的上下行來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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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的動能。樂團的弦樂部份保持與前一樂句相同的音型，並將第一小提

琴加入，與第二小提琴進行齊奏；管樂部份，樂句前半時僅由第一部長號

吹奏長音，到樂句後半，三部長號一齊吹奏和聲。在調性的安排上，先延

續前面的 a 小調，再藉由半音的變化，突然進入 A b 七和弦（Db 的屬七和弦），

為下一樂句的 Db 大調預作準備。 

第二主題群第一句（92-99 小節）：由主奏鋼琴帶出的第二主題是以附

點音符為主並穿插三連音的活潑音型，而其不斷的同音反覆則突顯出鋼琴

所具有的敲擊樂器特質，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此處仍可見到

作曲家在第一主題群中經常使用的模進手法。（見譜例三之 7） 

 
譜例三之 7：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92-99 小節 

 

第二主題群第二句（100-107 小節）：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

調性保持在 Db 大調。主奏鋼琴同樣是以附點節奏及三連音的活潑音型為

主，由於音域比前一樂句提高了兩個八度，音色變得更為明亮清脆，加上

由弱轉強的力度，將鋼琴鏗鏘有力的音響表露無遺。樂團部份以短音符斷

奏適切的提供跳躍式的伴奏背景，整體音域設計由弦樂及木管的高音域逐

漸向下級進，最後交給低音弦樂與低音管，形成一個由亮到暗的漸進式音

色變化。 

110



第二主題群第三句（108-115 小節）：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

調性由 Db 大調進入 C 大調，轉調過程快速。作曲家在此將第二主題做了巧

妙的安排：前半樂句時，由法國號演奏附點節奏，大提琴和低音管接手三

連音；後半樂句時，附點節奏改由裝上弱音器的小號吹奏，並以單簧管取

代低音管的三連音。在主奏鋼琴的快速三連音音群強奏，以及高音弦樂向

上爬升的音型（短笛和長笛在第 114 小節時加入）掩蓋之下，此處音域偏

低的主題暫時不似前兩個樂句一般居於主導的地位，而是巧妙的隱藏在背

景之中。（見譜例三之 8） 
 
譜例三之 8：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108-115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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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題群第四句（116-123 小節）：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

調性的轉換以每 2 小節為單位做改變，由 D 大調進入 Db 大調，再轉到 c#

小調，並逐漸回到 Db 大調。鋼琴再度主奏第二主題，此時同音反覆的部份

以八度音程來演奏，使得鋼琴的敲擊性格更為鮮明。樂團的部份頗為簡潔：

兩部小提琴以規律的撥奏進行；低音提琴先演奏長音，與雙簧管一起提供

和聲的支撐，再和大提琴結合，突顯後起拍的節奏；長笛在兩樂句的後半

部分與主題平行三度前進；中提琴僅在兩樂句的最後出現，並融入整體弦

樂的配置中。 

第二主題群第五句（124-131 小節）：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

前半樂句為 Db 大調，後半樂句轉至 D 大調。主奏鋼琴將第二主題的附點節

奏動機和第一主題活潑、跳躍式的音型融合運用。樂團的部分主要是以簡

單的四分音符以及取自第二主題的附點節奏動機交互進行，而此樂句的音

色變化頗為細膩：小號和法國號突強之後立即轉弱的音響具有戲劇性效

果，隨後的低音號亦同；兩部小提琴在第 128 小節時以快速的上行十四連

音製造瞬間的明暗色彩變化；第 130 小節起，弦樂以弓拉奏和撥奏交替進

行，配合輪流出現的木管及鐘琴，豐富了整體伴奏背景的音色。（見譜例三

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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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之 9：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124-131 小節 
 

 

第二主題群第六句（132-139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是反覆前面第二主

題群第五句，除了在後半樂句時調性轉為 C 大調之外，僅有三個改變：第

一、樂句開始時的強奏和弦，由雙簧管取代了小號；第二、低音號和低音

弦樂的下行跳進省略不用；第三、兩部小提琴的十四連音改為十三連音。 

第二主題群第七句（140-147 小節）：此處是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且

後樂句幾乎是完全反覆著前樂句。主奏鋼琴仍保持活潑、跳躍的觸技曲式

風格。樂團伴奏包含兩個部分：一、法國號和小號以二分音符接續進行，

提供較為穩定的旋律線條；二、弦樂先使用附點節奏動機，由低音聲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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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往上傳遞（長笛在高八度位置與第一小提琴齊奏），最後則重複前面兩個

樂句的手法，以撥奏和運弓拉奏快速交替，配合鐘琴、長笛和短笛的加入，

製造音色變化。 

結束句（148-155 小節）：這是第二主題群的結束句，樂句結構同樣是

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主奏鋼琴先以右手波浪式的三連音音型（左手配以

規律四分音符的大跳）逐漸向上爬升，再接以和弦演奏震音。樂團的部份：

樂句前半時，僅使用低音弦樂規律的配合鋼琴左手的低音；樂句後半時，

其餘弦樂和法國號先以明快的節奏進入，隨後，上三聲部弦樂轉為演奏震

音，在小號以高音域吹奏和鐘琴的明亮音色增強之下，一起推向樂句結束

的高潮。（見譜例三之 10） 
 

譜例三之 10：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148-155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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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主題群 a 第一句（156-159 小節）：在此首度改變拍號至 4/4 拍子，

調性轉入 e 小調，速度減慢，音樂風格也變得較為柔和。另外，不同於前

面兩個主題群皆由主奏鋼琴帶出主題的方式，此處改由樂團來呈現。樂句

是以對話的手法建構而成的 1+1+2 小節句，由三支長號和低音號以簡潔的

節奏所吹奏的 e 小調主和弦開始，傳遞至低音弦樂，再交給全體弦樂，兩

部低音管輪流加入主題的進行。在弦樂的樂句之後，三支法國號和第二部

低音管吹奏的兩個和弦具有回音的效果，並與前面的長號和低音號做呼

應。整體配器上除了以低音樂器為主之外，音域亦集中在低音區，音色較

暗，呈現出具有神秘色彩的音樂風格。（見譜例三之 11） 
 
譜例三之 11：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156-159 小節 

 

第三主題群 a 第二句（160-163 小節）：除了調性轉至 a 小調之外，此

處基本上是反覆前一樂句的素材，但在最後時（第 163 小節）將樂句縮短，

刪除法國號和低音管的回音部份，並將弦樂改為撥奏以銜接下一樂句。 
第三主題群 b 第一句（164-167 小節）：此樂句屬於弱起拍，主題開始

於前一小節的第三拍。整體素材簡潔，主奏鋼琴在此加入，以規律的四分

音符演奏大跳音程，並未擔任主題聲部。樂團的部份：主旋律是以簡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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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型所構成的 1+1+1+1 小節句，由第一小提琴的第一分部主奏；其餘弦樂

（低音提琴除外）以和弦的撥奏輕輕跟隨；單簧管、低音管及兩部法國號

提供和聲的背景。（見譜例三之 12） 
 
譜例三之 12：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163-167 小節 

 
第三主題群 b 第二句（168-171 小節）：此樂句所使用的素材與前一樂

句完全相同，只是在配器上稍做改變：主題轉由第一部小號（附弱音器）

和低音號輪流吹奏，其音程比前面的第一小提琴降低了八度；和聲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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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去單簧管，使用四支法國號以八度吹奏，低音管亦降低八度；弦樂維持

撥奏，但降低八度，並將低音提琴加入；主奏鋼琴降低了三個八度。由於

音程下降幅度頗大，整體樂句的音色因而顯得暗而厚，與前一樂句形成了

明顯的對比。最後一個小節改變拍號為 2/4 拍，使得音樂更為緊湊的連接至

下一個樂句。 

第三主題群 a’第一句（172-175 小節）：此樂句是反覆前面第三主題群 a

第一句的素材，除了主奏鋼琴以音群穿插加入之外，樂團的部份維持不變。 

第三主題群 a’第二句（176-179 小節）：此樂句是反覆前面第三主題群 a

第二句的素材，除了主奏鋼琴以音群穿插加入之外，樂團的部份維持不變。 

第三主題群 b’第一句（180-183 小節）：此樂句是反覆前面第三主題群

b 第一句的素材，但在節奏的使用上比較活潑。主奏鋼琴以三連音的節奏進

行大跳，並穿插快速的向上滑音，具有觸技風格。樂團的部份：主題未變，

伴奏的聲部以流動的八分音符取代了原先較為穩定的四分音符，而切分音

節奏的使用也增加了音樂推進的動力；小提琴的撥奏縮減為五度。 

第三主題群 b’第二句（184-187 小節）：此樂句是反覆前面第三主題群

b 第二句的素材，但樂句最後一個小節仍維持 4/4 拍子（並未如前改為 2/4

拍子）。在節奏的使用上則延續前一樂句（第三主題群 b’第一句）的活潑型

態。 

鋼琴間奏第一句（188-191 小節）：在前一樂句延續過來的大提琴長音

襯底之下，主奏鋼琴承接此間奏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且兩

句的素材相同：右手以跳進的旋律為主，部份動機取自第三主題群 a，左手

則以和弦伴奏。此處的調性並不明顯，基本上可視為 C 大調，但使用了增

六和弦中的 Ab 及 F#等變化音。 

鋼琴間奏第二句（192-195 小節）：此處仍是由相同的兩個 2 小節句組

成，音樂的進行則具有較強的戲劇性：以和弦強奏和快速音群兩個差異性

極大的素材做出明顯的對比，但卻都回到以 f 音為中心的震音。（見譜例三

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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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之 13：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192-195 小節 

 
鋼琴間奏第三句（196-197 小節）：速度轉快，這 2 小節屬於過門樂句，

以規律的上行音群為主。值得注意的是，此音群並非單一調性，而是以每

四個音一組在 Gb 大調和 C 大調兩個遠系調之間互換，這種快速的調性轉換

顯示出作曲家追求新穎和聲色彩的創作手法。（見譜例三之 14） 

 
譜例三之 14：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196-197 小節 

 
推移 I 第一句（198-199 小節）：這 2 小節是前導句，前一樂句由鋼琴

的音群所推進的音樂動能，到此由弦樂聲部承接。整體編配強調的是節奏，

由下而上包含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及切分音節奏等三個層次。這個前導句

為下一個樂句鋪陳了一個規律、穩定且具有前進動力的氛圍。 

推移 I 第二句（200-203 小節）：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調

性基本上是 e 小調，但可見到與同名大調（E）的轉換運用。伴奏的部分由

118



弦樂聲部持續前導句所建立的模式（但切分節奏改為穩定的四分音符）。主

旋律具有跳躍及律動性格，以對話的方式在第一小提琴、單簧管及長笛之

間傳遞，而法國號則間歇式的補強弱拍上的和聲（見譜例三之 15）。此 4 小

節句接下來將以頑固式的手法出現三次，搭配著以技巧為主的鋼琴樂段。 

 
譜例三之 15：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200-203 小節 

 

推移 I 第三句（204-207 小節）：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樂

團的部份持續前一樂句的配置（僅伴奏部份的弦樂音域提高三度）。主奏鋼

琴先以兩手八度齊奏向上爬升的間歇式三連音音型，再以左右手二對三的

節奏逐級而下（見譜例三之 16）。在樂團已建立的固定伴奏模式中，鋼琴以

獨立的音型及節奏加入，由於同樣具有活潑的前進動力，因而顯得清新而

不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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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之 16：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204-207 小節 

 

推移 I 第四句（208-211 小節）：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樂團

的部份完全反覆推移 I 第二句（200-203 小節）。主奏鋼琴基本上是模仿前

一樂句的進行，但音域提高，而樂句後半逐級而下的三對二節奏改採了相

反方向的音型（見譜例三之 17），從這個小地方可以窺見作曲家變化細膩的

一面。 
 
譜例三之 17：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208-211 小節 

 
推移 I 第五句（212-215 小節）：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樂

團的部分幾乎完全反覆推移 I 第三句（204-207 小節），僅在樂句最後一小

節時稍做改變，以銜接至下一樂段。主奏鋼琴一改前面以三連音為主的音

型，轉為更為快速的四連音音群，明顯提升了節奏的緊湊度，再配合速度

漸快及力度漸強，將音樂推進至更為激動的第二推移樂段。 
推移 II 第一句（216-219 小節）：拍子轉為 2/2 拍，作曲家在這個樂句

的開始標示著「生氣蓬勃的」（Animato），而整個推移 II 樂段的音樂表現也

更為熱情、激動。主奏鋼琴先在三個八度上齊奏下行半音階，再轉以單音

演奏分解和弦，而整句皆以強斷奏表現出極佳的力度感與果決的節奏性。

樂團的部份：定音鼓、低音銅管、部份高音木管及全體弦樂以一個帶有裝

飾音的 E 大調主和弦強奏增強氣勢，隨後並以和弦強奏重點式的支持主奏

鋼琴；三支法國號吹奏急促的八分音符，持續的推動音樂前進的能量。（見

譜例三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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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之 18：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216-219 小節 

 
推移 II 第二句（220-223 小節）：此樂句幾乎是完全反覆前一樂句，僅

在最後一小節時改變部分的音程結構（最明顯是 F#與 G#）。 
推移 II 第三句（224-228 小節）：這個樂句是 3+2 小節句，這種不工整

的結構型態在本曲的呈示部中並不常見。此樂句的主要素材來自前一樂

句。主奏鋼琴與樂團的搭配頗為一致：雙簧管、單簧管及上三聲部弦樂（承

接前面的法國號）以急切的八分音符鋪設了具有前進動力的背景，主奏鋼

琴以三個八度齊奏的模式融入此節奏中，並在樂句前半的 3 小節句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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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團一起以突強音強調第二拍後半的大跳音程；鐘琴加入，與鋼琴鏗鏘的

音色相互輝映。在樂句後半的 2 小節句中，作曲家巧妙的將開啟整首樂曲、

具有強烈宣告意味的連續三個和弦引用進來，此時使用的是 E 大調主和弦，

但同樣以音色渾厚的低音銅管為主，另加入倍低音管、長笛及小號增強音

量。（見譜例三之 19） 
 
譜例三之 19：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224-22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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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 II 第四句（229-233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是反覆前一樂句的素材，

但主題音程下降三度，而在和聲的使用上則特別強調低音的 Ab（Db 大調的

屬音），藉以自然的銜接至 Db 大調的「序奏再現」樂段。 
 

序奏主題再現第一句至第三句（234-257 小節）：此序奏主題再現，在

樂團的部份幾乎是完全反覆樂曲開始的序奏主題第一句至第三句（3-26 小

節），只有法國號（在第 234 小節）及長笛和雙簧管（在第 245 及 249 小節）

稍稍改變了音型。主奏鋼琴的變化較大，此時並不像第一次出現時那樣主

導著主題的前進，而是以分解和弦的跳進擔任背景的角色，其急促但規律

的八分音符形成一個獨立的線條，豐富了整體音樂的內容（見譜例三之 20）。 

 
譜例三之 20：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234-237 小節 

 

結束句第一句（258-263 小節）：此樂句是結構工整的三個 2 小節句，

音樂至此逐漸緩和下來。主奏鋼琴先轉為頑固式的簡單音型，並持續的減

弱，到最後時僅有左手在低音區微弱的前進。樂團的部份：管樂僅保留低

音管與法國號，且皆使用低音區製造輕柔的和聲；弦樂保持穩定的分解和

弦下行模式，除了音域往下遞降之外，也逐漸減少樂器，最後只留下大提

琴。 

結束句第二句（264-268 小節）：這是此樂段最後的一個小樂句，鋼琴

奏完最後一個音之後，只剩大提琴以 Db 大調的主、屬音輕輕的跳動，延續

著微弱的尾聲，最後抵達終點的 Db 音。接著，作曲家再以一個小節的全休

止做為正式的結束，並以此當做緩衝，準備進入下一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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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行板的插入樂段除了速度變慢之外，音樂的風格也轉為抒情，主

旋律具有很好的歌唱性，這與序奏和呈示部中所表現的生動、活潑、律動

強烈的性格有著明顯的對比。整個樂段以一個具有對話式風格的優美旋律

為基礎，進行了四次變奏，而其變奏的手法主要是改變伴奏部分的節奏和

配器的色彩，以及增加對位的聲部，至於主旋律的輪廓均完整的被保留著。 

行板主題第一句（269-272 小節）：拍子改為 4/4 拍，速度轉成行板，這

是結構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後樂句模倣前樂句的進行，調性由 g#小調轉

至 d 小調。由於主旋律的音型具有如口語般的抑揚頓挫，加上調性的轉變，

使得前後兩樂句自然的形成一種對話的形式。在配器上，主奏鋼琴尚未出

現，此處僅由樂團的弦樂部份擔綱：第一小提琴主奏旋律；第二小提琴和

中提琴以三連音的節奏製造流動的和聲背景；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則以長音

及撥奏做低音的支撐。全體弦樂在此均加上弱音器，配合很弱的力度，營

造朦朧的美感。（見譜例三之 21） 
 
譜例三之 21：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269-272 小節 

 

行板主題第二句（273-276 小節）：樂句結構仍為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

在前半樂句時，原本擔任主旋律的第一小提琴改以三連音音型融入內聲部

弦樂的和聲背景中，而主旋律則由新加入的單簧管吹奏。此 2 小節的旋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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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相同節奏型態，並以相反方向的音程跳進模式，形塑了關係緊密並具

有自然對話的風格。後半樂句時，主旋律轉為簡樸的 C 大調上行音階（以

F 音為起點），由第三部法國號開始，第一小提琴隨後加入。當主旋律進行

至最後的 a#長音時，主奏鋼琴現身承接，以反向的音階進行逐漸帶入下一

樂句。（見譜例三之 22） 
 
譜例三之 22：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273-276 小節 

 

變奏 I 第一句（277-280 小節）：樂團的部份暫歇，僅由主奏鋼琴單獨

表現，調性轉為由 c#到 g 的進行。主旋律的輪廓未變，在最高音聲部清晰

的呈現；伴奏仍為分解和弦的模式，但由原先的三連音改為四連音的節奏

型態。 

變奏 I 第二句（281-284 小節）：首先，主奏鋼琴延續著音樂的進行。

到了後半樂句時，弦樂分成高音弦和低音弦兩組，以上行及下行的音階反

向進行，增強了音樂推進的動力；四部法國號於樂句末尾時輕輕的加入，

豐富了和聲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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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奏 II 第一句（285-288 小節）：主奏鋼琴的部份：右手除了清楚帶出

主旋律的線條之外，同時還需演奏快速的上行音群，充分展現技巧靈活的

一面；左手則以分解和弦進行伴奏。樂團的部份：弦樂（繼續加上弱音器）

主要以撥弦演奏分解和弦，提供穩定而具有跳躍風格的伴奏背景；管樂的

部份，在樂句前半時以第一部小號（加弱音器），樂句後半時以第一部法國

號，分別與主題做卡農式的進行，而最後皆以第一部低音管做尾聲的呼應。

此時的配器效果簡潔，並具有細膩的音色變化。 

變奏 II 第二句（289-294 小節）：此樂句由原本的 4 小節句擴增為 6 小

節句，結構仍工整，以每 2 小節為單位分為前、中、後句。在前句時，主

奏鋼琴延續前面的進行，樂團的部份（弦樂繼續加上弱音器）：第一小提琴

改以弓拉奏主旋律，其餘弦樂持續以撥弦進行伴奏，單簧管與雙簧管則輪

流與主題做回聲式的應和。中句時，主奏鋼琴的右手帶起逐漸上行的旋律

線條，左手的部分，在規律的分解和弦中隱含著一條半音下行之後反向大

跳的旋律，而此旋律由第一小提琴的齊奏予以增強（見譜例三之 23）。後句

以模進的手法處理中句的素材，調性往上移大二度，並以大提琴取代了小

提琴。 
 

譜例三之 23：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291-292 小節 

 
變奏 III（295-298 小節）：此變奏是整個行板樂段的最高潮，但長度縮

減為只有 4 個小節，音樂上僅處理主題的第一句。樂團的部份基本上包含

三個層次：一、上三聲部弦樂（去掉弱音器）在兩個八度上齊奏主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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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音色具有絕對的主導性；二、低音弦樂（繼續加上弱音器）的撥奏

結合低音管以分解和弦做伴奏，同時提供穩定的節奏背景；三、第一部長

笛和單簧管以快速音群填補主旋律的長音空間，並增強了整體氣勢。除此

之外，在後半樂句時（第 297 小節），第一、三部法國號模仿前面變奏 II 的
手法，與主題做卡農式的進行。主奏鋼琴在這個變奏中並未主導旋律的進

行，而是以厚重的和聲來與樂團相抗衡。（見譜例三之 24） 
 
譜例三之 24：浦羅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295-296 小節 

 

變奏 IV 第一句（299-302 小節）：此樂句的主奏鋼琴部分基本上是取自

變奏 II 第一句，但是右手降低了八度。樂團的部份除了改以大提琴（繼續

加上弱音器）來與主題做卡農式的進行之外，另增加了以單簧管和長笛為

主的對位副旋律，而此對位副旋律是來自變奏 II 第二句中間（第 291 小節）

的鋼琴右手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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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奏 IV 第二句（303-306 小節）：此處是工整的兩個 2 小節句，樂句的

前半部份幾乎是完全反覆變奏 II 第二句的前句（第 289-290 小節）。到樂句

後半時，主奏鋼琴轉為分解和弦，兩手採八度齊奏，以先下後上的波浪式

音型逐漸向上爬升。樂團的部份，主旋律由長笛和第一小提琴的上行音階

為主導，而與之成反向進行的低音弦樂，結合內聲部的單簧管、第二小提

琴和中提琴，一起提供色彩豐富的和聲支持。 

結束句（307-310 小節）：這是整個行板樂段的最後一句，主奏鋼琴先

延續前一樂句的進行，以分解和弦的波浪式音型繼續往上爬升，在到達最

高點的 g3 音之後，開始轉為下行，最後停在終點的 A1
b 上。比較特殊的是，

第 308-309 小節的節奏進行轉為不對稱的型式（在四拍中需彈奏三組六連

音），此時鋼琴的小節線也省略不用，在速度上多了些自由的彈性。在樂團

的部份：首先第四部法國號加入，並延續前一樂句的進行模式，自第 308

小節起，四支法國號全部加入，全體改以較長的音符時值提供穩定的和聲

背景，在連續三次長音之後結束，只留下鋼琴獨奏。 

 

在發展部中，作曲家首先將呈示部第一主題群的動機（跳躍式的音階

和三度音程）及第三主題群 a 的動機（低音銅管和低音弦樂的對話式音型）

加以組合發展。 

 前導第一句（311-315 小節）：速度轉為快板，拍子回到 2/2 拍，全體弦

樂（去弱音器）以撥奏配合法國號和低音號的斷奏，藉由整齊、間歇式的

短促音型營造跳躍般的風格。此處的和聲是以 Ab 音為根音所構成的七和

弦，基本上有著回到本曲主調（Db 大調）的意念，但由於此七和弦的五音

（E）與根音形成增五度的關係，以及兩個七音（G 和 Gb）同時出現，不僅

產生不諧和的和聲音響，同時也減低了屬七和弦的調性功能，此處突顯了

作曲家在和聲運用上的新思維。（見譜例三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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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之 25：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311-315 小節 
 

 

 前導第二句（316-317 小節）：在樂團的和弦之後，主奏鋼琴以附有裝

飾音的 Db 大調上行音階接續前進，其跳躍的風格及音階形式均來自於第一

主題群。 

發展第一主題群動機和第三主題群 a 動機第一句（318-323 小節）：主

奏鋼琴繼續以第一主題群的動機進行發展，而此樂句的結構可依其最高音

聲部的音型劃分為三個 2 小節句：前句（半音階下行）、中句（跳進上行）

及後句（音階上行）。樂團的部份：在前句時僅以低音弦樂撥奏輔助每小節

的強拍；在中句時大提琴和倍低音管以半音階上行，配合法國號和諧的 B

大調主三和弦，潤飾了伴奏的背景；後句時，使用第三主題群 a 的部份動

機（低音銅管和低音弦樂的對話），與主奏鋼琴形成對位的關係。（見譜例

三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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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之 26：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318-323 小節 

 

發展第一主題群動機和第三主題群 a 動機第二句（324-329 小節）：除

了調性往上移半音至 C 大調，以及在後句時增加了中提琴之外，此樂句完

全模仿前一樂句。 
發展第一主題群動機和第三主題群 a 動機第三句（330-333 小節）：此

樂句大致反覆前兩個樂句的素材，但主奏鋼琴的部份由原本的三個 2 小節

句（前句、中句、後句），縮減為兩個 2 小節句（省去後句）。樂團的部份

也由於結構上的縮減，使得低音銅管和低音弦樂的對話式音型只進行了一

半，另一半則延伸到下一樂句。 
發展第一主題群動機和第三主題群 a 動機第四句（334-336 小節）：此

處模仿前一樂句的素材，但結構再次縮減，僅剩 3 小節。 
過門 I 第一句（337-341 小節）：在這 3+2 小節句，首先，主奏鋼琴以

逐漸向上爬升的分解和弦向前推進。到後半樂句時，第一小提琴以帶有震

音的簡單音型配合第一部小號，一起增進了主奏鋼琴的突強力度，其餘弦

樂以撥奏做節奏上的搭配。 
過門 I 第二句（342-345 小節）：此樂句是主奏鋼琴以和弦強奏，與樂

團所進行的簡捷、快速之對答式音型。樂團的部份以弦樂（以弓拉奏）和

木管為主（銅管僅使用法國號），在音量上與鋼琴較易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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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門 I 第三句（346-347 小節）：主奏鋼琴自此暫時隱去，此 2 小節是

一個小小的橋樑，由弦樂以撥奏鋪陳跳躍式的伴奏背景，準備帶入下一樂

句。 

發展第二主題群動機第一句（348-351 小節）：在弦樂的撥奏伴奏下，

第二主題動機（以附點音符為主並穿插三連音的活潑音型）先由小號帶出，

再傳遞給法國號。而當法國號的三連音出現時，中提琴轉以弓拉奏予以重

疊增強。 

發展第二主題群動機第二句（352-355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是模仿前

一樂句，但是調性改變（b、db），並在後半樂句時將長笛和短笛漸次的加入

弦樂的伴奏背景中。 

過門 II 第一句（356-359 小節）：這個樂句是樂團齊奏的模式，由弦樂

（持續撥奏）以短促、規律的大跳音程為主體。管樂部份在前半樂句時僅

保留法國號（I、II 部）、低音管、長笛和短笛，並以八分音符的節奏融入弦

樂的音響中；到樂句後半時，加入了低音銅管、法國號（III、IV 部）、單簧

管及倍低音管，同時增長音符的時值至四分音符，使整體和聲更為厚實，

藉此營造了具有層次感的配器效果。 

過門 II 第二句（360-363 小節）：持續前一樂句的大跳音型，但弦樂改

回以弓拉奏，並與管樂一致，演奏飽滿的四分音符。在定音鼓的帶動之下，

樂團全體總奏表現出整齊、豐富、力度強烈的音響。 

過門 II 第三句（364-367 小節）：這是發展部的最後一個樂句，由低音

號及四支法國號以三次 e 音強奏做結束，如此，巧妙的與開啟整首樂曲的

三個和弦進行前後的呼應。 

 

作曲家藉由這個裝飾奏樂段來展現演奏者的技巧，因此，在此樂段中

使用了許多炫技的手法，例如：快速音群、平行八度、音程大跳、和弦強

奏…等。至於音樂的素材則大都取自第二主題群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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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句（368-369 小節）：此前導句由右手規律的快速上行音階主導，

左手做和聲搭配。 

第二主題群動機第一句（370-373 小節）：此處重現第二主題群動機（以

附點音符為主並穿插三連音的活潑音型）。 

第二主題群動機第二句（374-377 小節）：這個樂句模仿前一樂句，但

調性做了變化（d-C）。 

第二主題群動機第三句（378-385 小節）：此樂句結構是 3+2+3 小節句，

除了取材自第二主題群的附點節奏動機之外，作曲家也運用許多大跳音程

及快速音群來展現鋼琴的技巧。 

第二主題群動機第四句（386-393 小節）：此處基本上是模仿前一樂句

的進行，樂句結構與音樂的素材都相同，但調性做了改變（C-B）。 

第二主題群動機第五句（394-397 小節）：這個樂句所使用的素材來自

呈示部第二主題群第五句（124-131 小節）。 

第二主題群動機第六句（398-401 小節）：此處基本上反覆前一樂句，

樂句結構與音樂素材都相同，僅在和聲上略作變化。 

結束句（402-409 小節）：這是整個裝飾奏樂段的最後一句，音樂的素

材來自呈示部第二主題群的結束句（148-155 小節），同樣都是由鋼琴的右

手聲部主導，以逐漸向上爬升的分解和弦來推進音樂的能量，最後再以三

度音程的震音，急促的推向樂句結束的最高潮。 
 

整個再現部所佔的篇幅並不長，只有 52 個小節，而再現的內容則是以

呈示部的第三主題群以及推移樂段為主。比較特別的是，作曲家會藉由增

加一些新的素材，或是改變原來的配器手法，賦予再現部新的風貌。  

再現第三主題群 a 第一句（410-413 小節）：拍號轉成 4/4 拍，在此再現

部的開始，由樂團將呈示部第三主題群 a 的對話式主題完整的再現，除了

調性改變（c#小調）以及未使用第一小提琴之外，其餘皆和呈示部相同。另

外，主奏鋼琴以右手聲部帶出具有附點節奏的音階式旋律（先下行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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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與樂團的主題形成對位，鋼琴的左手聲部則以三連音的分解和弦進行

伴奏。（見譜例三之 27） 
 
譜例三之 27：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410-413 小節 

 

再現第三主題群 a 第二句（414-417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是模仿前一

樂句，除了調性轉至 f#小調，以及第一小提琴在樂句後半時加入之外，其

餘配器及音樂素材皆相同。另外，在本樂句的最後（第 417 小節），低音弦

樂開始以下行音階級進，構築了一個頑固式的音型，低音號則以弱起拍的

方式開始帶出略經變化的第三主題群 b。 
再現第三主題群 b 第一句（418-421 小節）：主奏鋼琴的音型轉為活潑，

在樂句前半時，以和弦強奏引出後半拍的三連音，表現靈活的音樂性；樂

句後半以三連音的音群（八度齊奏）逐漸向上爬升，配合速度的漸快，製

造緊湊的張力。樂團的部份如呈示部一般，以弱起拍的方式在前一樂句的

最後就呈現主題，而原本帶有附點節奏的主題，在此改為以主屬音進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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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音符節奏，由銅管樂器輪流傳遞（低音號-法國號-小號）；兩部小提琴

在樂句後半時先後加入演奏主題；低音弦樂則持續前一小節建立起來的頑

固音型，提供穩定的伴奏模式。（見譜例三之 28） 
 
譜例三之 28：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418-421 小節 

 
再現第三主題群 b 第二句（422-425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重複前一樂

句的內容，但略加以變化：主奏鋼琴移高八度；中提琴和大提琴以震音式

的三連音，裝飾原本的下行頑固音型；低音銅管在樂句最後時（第 425 小

節）再度回顧了第三主題群 a 的片段動機。 
再現推移 I 第一句（426-429 小節）：主奏鋼琴的右手聲部接續前面的

三連音音群，左手聲部則為二連音的節奏，這個三對二的節奏交錯型態，

來自呈示部第一主題群第四句（67-70 小節）。樂團的部份再現了呈示部推

移 I 的主題，但原本的主題是以對話的方式在第一小提琴和木管樂器之間傳

遞，在此則僅由兩部小提琴（八度齊奏）擔任。低音弦樂繼續其頑固式的

下行音型，配合單簧管與低音管的上行音型，一起提供和聲豐富但節奏穩

定的伴奏背景，而間歇出現的雙簧管和長笛則巧妙的潤飾了伴奏背景的色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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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推移 I 第二句（430-433 小節）：主奏鋼琴的右手聲部由前一樂句

的三連音音群轉為四連音上行音階（第 433 小節再轉回三連音音群），營造

更緊湊的節奏張力，左手則維持相同形式。樂團的部份除了中提琴和大提

琴改以震音式的三連音，裝飾原本的下行頑固音型之外，其餘皆與前一樂

句相同。 
再現推移 I 第三句（434-437 小節）：此處的主奏鋼琴部份標示著「顯

著加強的」（marcato），其右手聲部在高音區以八度彈奏 c#小調的主、屬音

跳進，展現鏗鏘有力的音響，左手聲部也以跳動的音型配合。樂團的部份：

低音弦樂持續著頑固式的下行音型；第一小提琴以具有附點及切分音的節

奏，帶出以 c#小調的主、屬音為主所構成的簡短旋律，第二小提琴隨後在

低八度齊奏加強；木管的部份按照低音管、單簧管、雙簧管及長笛的順序，

輪流出現，與第一小提琴的主題進行齊奏；銅管的部份將主題稍稍簡化，

按著低音號、法國號、小號的順序輪流傳遞。 
再現推移 I 第四句（438-443 小節）：這是結構工整的三個 2 小節句。

主奏鋼琴仍是以右手彈奏八度的音群為主導，左手的部份先在低八度跟

隨，但自第 440 小節起改為三連音，如此便與右手的二連音形成二對三的

節奏型態，這個交錯的節奏使音樂產生了更為緊湊的張力。樂團的部份基

本上是重複再現推移 I 第二句（430-433 小節）的內容，但增加了長笛的震

音、單簧管及雙簧管演奏主題、法國號和倍低音管加強和聲、以及短笛和

小號的八度跳進，如此使得整體配器更為豐富。 
再現推移 II 第一句（444-447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是反覆呈示部推移

II 第一句（216-219 小節），但在配器上做了變化。樂句前半時：全體樂器

的總奏音響比呈示部更為豐富，而原本由主奏鋼琴所彈奏的下行半音階及

和弦跳進，在此則由兩部小提琴、高音木管樂器和小號的齊奏所取代；低

音銅管與法國號輪流以急促的八分音符提供具有推進動力的和聲背景；樂

句後半時，主奏鋼琴照舊，弦樂以撥奏配合之。 
再現推移 II 第二句（448-451 小節）：此處幾乎是完全反覆前一樂句，

僅在最後一小節時改變部分的音程結構。 
再現推移 II 第三句（452-456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是反覆呈示部推移

II 第三句（224-228 小節），主奏鋼琴的部份完全相同。樂團的部份：在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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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前半時，僅配器上略做變化（單簧管和雙簧管與鋼琴的主題齊奏）；樂句

後半時，上三聲部弦樂、長笛與雙簧管改以半音階上行（三和弦的結構），

增加音樂推進的動能，單簧管加入了以低音銅管為主導的三個強奏和弦中。 
再現推移 II 第四句（457-461 小節）：此樂句在配器上與前一樂句大致

相同，但在調性的處理上則和呈示部一樣：主題音程下降三度至 C 大調，

而在和聲的使用上則特別強調低音的 Ab（Db 大調的屬音），藉以自然的銜

接至 Db 大調的尾奏（序奏主題）樂段。 

 

進入最後的尾奏樂段，整體配器持續在總奏豐富的音響中，主奏鋼琴

幾乎全是以快速的八度進行或強奏和弦來展現技巧並與樂團相抗衡。樂團

的部份則再次使用了序奏主題，與樂曲的開始及第一次序奏再現（234-268
小節），形成相互呼應的巧妙連結。 

尾奏第一句（462-469 小節）：主奏鋼琴的分解和弦跳進音型是取自呈

示部末尾的序奏主題再現第一句（第 234-241 小節）。樂團的部份除了增加

鐘琴（與主奏鋼琴的旋律進行齊奏）之外，其餘完全反覆序奏主題第四句

（27-34 小節）。 
尾奏第二句（470-477 小節）：主奏鋼琴左右手各以八度齊奏著下行音

階，並以每 2 小節為單位，逐次升高二度，配合突強的力度，表現強烈推

進的能量。比較特別的是在最後一次下行（第 476-477）時，使用的是全音

音階。樂團的部份延續前一樂句的進行，而除了增加鐘琴之外，其餘完全

反覆序奏主題第五句（35-42 小節）。 
尾奏第三句（478-483 小節）：此處是結構工整的三個 2 小節句，主奏

鋼琴的部份：節奏轉為二分音符，藉此將前面快速推進的音階緩和下來，

並以和弦突強音表現出強烈的力度。樂團的部份包含幾個不同層次：主要

旋律是具有切分節奏的二度音程進行，由兩部小提琴（演奏顫音）、鐘琴（顫

奏）、長笛、短笛和小號（第一部）在三個八度上齊奏；其餘木管樂器、法

國號及低音弦樂以長音做和聲的支撐；中提琴的顫音增加了戲劇性的張

力；低音銅管和定音鼓雖同樣以增強和聲背景為主，但其帶有附附點節奏

的音型（與第二部小號相呼應），豐富了整體的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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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奏第四句（484-487 小節）：主奏鋼琴以逐漸向上爬升的和弦強奏主

導這結束全曲的最後樂句。樂團的部份：管樂持續 3 個小節的長音，配合

定音鼓和鐘琴的滾奏以及弦樂的顫音，以三個強（fff）的力度製造豐富的音

響，最後由低音銅管和定音鼓以簡潔的四分音符突強音，和主奏鋼琴一起

結束在 Db 大調的主和弦上。（見譜例三之 29） 
 
譜例三之 29：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 484-487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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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浦羅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音樂詮釋與指揮法分析 

在協奏曲中，樂團與主奏樂器之間除了各自單獨演奏的部份（例如樂

團序奏或主奏者的裝飾奏樂段）之外，基本上存在著三種微妙的關係：第

一、樂團為主奏樂器進行伴奏；第二、主奏樂器為樂團進行伴奏；第三、

兩者相互競奏（或齊奏）。在第一種情況時，當然應以主奏者的音樂表現為

重，樂團的部份則在力度、速度、樂句音型以及整體氛圍的營造上做最緊

密的配合。第二種情況時，樂團是音樂的主體，主奏樂器居於伴奏的角色

（經常是以音群或和弦的方式出現），此時就樂團的部分而言，應注意音樂

進行的清晰與穩定，使主奏樂器得以自然融入整體音樂之中。在第三種情

況下，樂團與主奏地位均等，無主屬之分，由於樂團整體的音響要比單一

主奏樂器來得強而豐富，因此兩者之間的音響平衡問題就要妥善的處理。

在此，筆者首先以指揮者的角度，將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中

的樂團與主奏鋼琴之關係整理成表： 
 

表三之 4 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樂團與主奏鋼琴之關係一覽表 
 

曲式內容 小節數 樂團與主奏鋼琴之關係 
1-2 樂團單獨演奏 
3-27 樂團與主奏鋼琴相互競奏 

序奏 
（1-44） 

27-44 樂團單獨演奏 
45-58 鋼琴獨奏 呈示部第一主題群 

（45-91） 59-91 樂團為主奏鋼琴進行伴奏 
92-99 鋼琴獨奏 

100-107 樂團為主奏鋼琴進行伴奏 
108-115 樂團與主奏鋼琴相互競奏 

呈示部第二主題群 
（92-155） 

116-155 樂團為主奏鋼琴進行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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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63 樂團單獨演奏 呈示部第三主題群 
（156-187） 163-187 主奏鋼琴為樂團進行伴奏 

鋼琴間奏 188-197 鋼琴獨奏 
198-203 樂團單獨演奏 推移部 

（198-233） 204-233 樂團與主奏鋼琴相互競奏 
234-264 樂團與主奏鋼琴相互競奏 序奏主題再現 

（234-268） 264-268 樂團單獨演奏 
269-276 樂團單獨演奏 
276-283 鋼琴獨奏 
283-294 樂團為主奏鋼琴進行伴奏 
295-298 主奏鋼琴為樂團進行伴奏 

行板樂段 
（269-310） 

299-310 樂團為主奏鋼琴進行伴奏 
311-316 樂團單獨演奏 
316-341 樂團為主奏鋼琴進行伴奏 
342-345 樂團與主奏鋼琴相互競奏 

發展部 
（311-367） 

346-367 樂團單獨演奏 
裝飾奏樂段 368-409 鋼琴獨奏 

再現部 410-461 樂團與主奏鋼琴相互競奏 
尾奏 462-487 樂團與主奏鋼琴相互競奏 

 

從表三之 4 可以看出，在這首協奏曲中以「樂團為主奏鋼琴進行伴奏」

以及「兩者相互競奏」所佔的篇幅最多，其次是「鋼琴獨奏」，而「主奏鋼

琴為樂團進行伴奏」的部份最少。 

指揮者除了要清楚掌握樂團與主奏樂器間的微妙關係之外，也必須與

獨奏者取得速度與音樂表現的共識，才可合作無間，進行最完美的演出。

在本節中將以本章第三節的樂曲分析為基礎，進行音樂詮釋以及指揮法的

分析論述，主要的重點將放在如何帶領樂團，以及如何協助獨奏者進行其

音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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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導（1-2 小節）：2/2 拍子，「活潑的快板」（ ＝88），指揮時每小節

打兩拍為原則。作曲家以三個強奏和弦來開啟這首樂曲，如前一節所述，

這個開始具有一種強烈宣告的意味，指揮應以強而果決的手勢打出預備

拍，隨後繼續以具有重量感的擊拍動作來引導這三個渾厚有力的和弦。在

音響的平衡上，應以弦樂為主體，銅管部份增加音量與氣勢，但不可過大

（僅 f 的力度）。第 2 小節第二拍時，以明確的點指示後起拍的主奏鋼琴（及

兩部小提琴和雙簧管），帶出序奏主題，並藉此提示第 3 小節加入的定音鼓

與木管。（請參考譜例三之 1） 

 序奏主題第一句（3-10 小節）：進入主題之後，應保持果決有力的動作

來引導樂團前進，並藉此給予主奏鋼琴積極而明確的指引。在樂團的部份，

指揮除了帶領第一小提琴及木管（雙簧管與長笛輪替）與鋼琴的主題進行

齊奏之外，也應注意內聲部弦樂與單簧管的流動音型，以及低音管、倍低

音管與低音弦樂的對位低音線條（延續了前導句的渾厚音響），而整體樂團

的音量應與主奏鋼琴取得平衡：使鋼琴得以融入在樂團之中，但仍保持其

清晰的鏗鏘音響。在音樂的表現上，應依照主旋律規則的上下起伏音型，

帶出小幅漸強漸弱，但注意不可過份而造成歇斯底里的狀況。第 10 小節第

二拍時，以明確的點提示下一小節的定音鼓。（請參考譜例三之 2） 

 序奏主題第二句（11-18 小節）：此處延續前一樂句的音樂進行，指揮

應繼續保持果決有力的擊拍動作。在帶出定音鼓之後，逐漸擴大手勢引導

漸強，到第 12 小節的強奏高點時帶出低音號，隨後再漸弱下來。除此之外，

其餘的整體音樂表現則可以參照前一樂句的方式來進行。 

 序奏主題第三句（19-26 小節）：這個樂句同樣延續前面的音樂進行，

在配器上除了長笛省去不用之外，其餘也都沿用前一樂句的配置。指揮在

此應繼續保持果決有力的擊拍動作，並特別注意半音風格的旋律與和聲進

行以及對位低音聲部的增四度（減五度）之音準。第 23 小節起，應在拍點

上稍微加重以指示強音。第 26 小節第二拍時，以明確的拍點指示此樂句的

140



結束音，同時藉由強力反彈的動作帶出後起拍的定音鼓以及主題（特別是

首次加入的第一部小號），直接進入下一樂句。（請參考譜例三之 3） 

 序奏主題第四句（27-34 小節）：在主奏鋼琴暫時結束後，此樂句以樂

團為主體，而此處基本上是反覆序奏主題第一句（3-10 小節）的音樂，但

配器稍做改變，力度也增強。指揮在此應增加擊拍的力量來帶領樂團，對

於新加入的小號（兩部輪流吹奏主題）以及低音銅管（和聲），應以明確的

動作提示之。主要的重心仍放在第一小提琴（以及與之齊奏的小號、法國

號和長笛）的主題，並引導分解和弦與對位低音聲部給予強力的支撐（注

意所有銅管樂器的力度只要 f 即可，不可過強）。第 30 小節第二拍時以清楚

的點同時提示第二部小號和兩部長笛加入。 
 序奏主題第五句（35-44 小節）：此處延續前一樂句的進行，指揮應保

持強有力的動作帶領樂團前進。樂句開始時點出定音鼓，第 36 小節第二拍

時清楚提示首次出現的短笛。此樂句的旋律與和聲具有半音的風格，應注

意其音準的準確性。第 41 小節起，逐漸放慢速度，並將力度增強。第 43
小節起，可採用兩拍分割的方式特別點出法國號的突強音，並藉此帶動樂

團全體的強大能量。在第 44 小節第二拍到達序奏的高潮之後，應以強力的

動作收音，結束整個序奏，並靜待約一秒鐘後再提示主奏鋼琴，進入下一

樂段。 
  

 進入呈示部之後基本上維持每小節打兩拍的方式，但若獨奏者採用較

慢的速度時，可以視實際情況以分割拍（或四拍）來指揮。 

 第一主題群第一句與第二句（45-58 小節）：這兩個樂句是鋼琴的獨奏，

速度轉快（Poco piú mosso），指揮在給予提示之後，應轉以小的動作（以每

小節為單位）隨著獨奏者的速度前進。到第 57 小節時以左手暗示兩小節後

加入的弦樂（依照指揮與樂團之間的默契而定，筆者在此建議伸出食指與

中指來表示）。第 58 小節第二拍時打出明確而具有彈性的拍點，以指示下

一樂句的弦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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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主題群第三句（59-66 小節）：第 59 小節時保持拍點的彈性引導全

體弦樂的撥奏。第 60 小節第一拍時加強拍點之後反彈的力度，以指示後續

第一小提琴以弓拉奏的突強音，並在第二拍打出之後隨即縮小動作指示第

一小提琴突然轉弱的震音，但應保持拍點的彈性以繼續引導第二小提琴與

中提琴的斷奏。後半樂句（第 63-66 小節）可仿照前半樂句的方式來進行。

這整個樂句的弦樂伴奏應以輕巧為主，緊密的配合主奏鋼琴活潑跳躍的音

樂風格。第 66 小節時應以眼神暗示即將加入的單簧管與低音管（及後續的

法國號），並在第二拍之後反彈拉高，準備將單簧管、低音管與弦樂一齊帶

入。（請參考譜例三之 5） 

 第一主題群第四句（67-70 小節）：此處的主奏鋼琴與樂團伴奏均延續

著前面活潑跳躍的風格，指揮在此應繼續以具有彈性的拍點來引導音樂前

進。在樂團的部份，要注意提示單簧管與低音管和兩部法國號之間的輪奏，

以及弦樂撥奏與弓奏的交替（轉換成弓奏時需謹慎控制力度，使其與撥奏

保持音量上的平衡）。而鋼琴的兩手呈現二對三的節奏，指揮應帶領樂團以

穩定的速度給予獨奏者良好的支撐。 

 第一主題群第五句（71-75 小節）：此樂句仍延續前面的活潑風格，指

揮應繼續保持穩定而具有彈性的拍點來帶領音樂前進。由於此處樂團的配

器輕，主奏鋼琴的音量不至於被遮蓋。第 71-73 小節時，作曲家轉以附點二

分音符時質（每 3/4 小節）為單位，改變了原本以每小節為單位的對稱慣性，

指揮應清楚帶出弦樂的重音，以突顯這個具有切分音特質的節奏模式（請

參考譜例三之 6）。第 74 小節起，應明確點出低音弦樂在正拍上的撥奏，藉

此引導高音弦樂與法國號的後半拍節奏型態，並自第二拍起逐漸增加擊拍

的力量，帶起漸強的力度。  

 第一主題群第六句（76-79 小節）：第 76 小節時，指揮應順著前面漸強

的力量帶出強奏和弦（特別點出新加入的小號），隨後立即縮小動作並以左

手掌心向外指示突然轉弱，右手則穩定的跟隨主奏鋼琴的速度前進。到第

77 小節第二拍時，以清楚的點指示法國號與低音弦樂的後半拍，隨後繼續

帶領這個由八分音符為基礎的規律節奏型態，為主奏鋼琴提供穩定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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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另外，在這整個樂句的進行中，指揮應能掌握鋼琴右手每組三連音

的第一個音所串連成的簡單旋律線條，以此為主要跟隨的方向。 

 第一主題群第七句（80-83 小節）：此處主奏鋼琴的部份仍延續活潑跳

躍的音樂風格，樂團的部份則是以弦樂為主的頑固伴奏型態，而前一樂句

的八分音符節奏由大提琴聲部繼續承接。指揮在第 80 小節將第二小提琴與

中提琴帶進來之後，繼續保持穩定的拍點來引導音樂前進，到第 82 小節時

帶出低音管（取代法國號）。 

 第一主題群第八句（84-91 小節）：此處的樂團部份延續前面的頑固音

型，指揮在第 84 小節時將第一小提琴和第一部長號帶進來之後，繼續保持

穩定的速度帶領音樂前進。第 88 小節時指示第二、三部長號加入。第 89

小節第二拍起，逐漸放慢速度並將力度減弱。第 91 小節收音結束之後，靜

待約一秒鐘再提示主奏鋼琴進入下一樂句。 

 第二主題群第一句（92-99 小節）：這個樂句是鋼琴的獨奏，指揮在給

予提示之後，應轉以小的動作（以每小節為單位）隨著獨奏者的速度前進。

到第 98 小節時以左手暗示兩小節後加入的樂團總奏（依照指揮與樂團之間

的默契而定，筆者在此建議伸出食指與中指來表示）。第 99 小節第二拍時

順著鋼琴漸強的氣勢打出強力而具有彈性的拍點，以指示下一樂句的樂團

強奏。 

 第二主題群第二句（100-107 小節）：在帶出樂團的強奏之後，繼續保

持強而具有彈性的擊拍動作，以帶領弦樂與木管（斷奏）緊密配合主奏鋼

琴活潑跳躍的音樂風格，此時雖然記譜上木管聲部（四分音符）的時質比

弦樂（八分音符）長，但兩者應盡量保持一致的短促斷奏。第 101 小節第

二拍時，以清楚的拍點提示後半拍加入的法國號與低音管，第 104 小節帶

出低音提琴。第 107 小節時，注意低音弦樂最後兩個音改為撥奏。 

 第二主題群第三句（108-115 小節）：第 108 小節起，指揮應以主奏鋼

琴華麗的（brillante）快速流動音群為背景，將隱藏於法國號低音區的第二

主題帶出來，同時引導弦樂富有表情的（poco espress.）上行音型。第 109

小節第一拍時，以明確的點指示後起拍的低音管和大提琴，使其流暢的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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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主題的進行（第 111 小節時亦同）。第 110 小節起應注意上三聲部弦樂的

力度要保持在弱奏，不可因為音域拉升而漸強，特別是在第 111 小節時還

要盡可能的做出漸弱。後半樂句（第 112 小節起）的音樂屬於模進，可以

參照前半樂句的方式來處理，但須注意配器的改變（法國號的主題改由加

弱音器的小號演奏；單簧管取代低音管；短笛與長笛從第 114 小節起加入

弦樂）。另外，從第 114 小節起，應逐漸增加擊拍的力量帶出漸強的力度，

並明確指示第 115 小節第二拍後半的突強音。（請參考譜例三之 8） 

 第二主題群第四句（116-123 小節）：第 116 小節時，帶出雙簧管和低

音提琴（其強重音恰好承接前一小節漸強的能量），並以具有彈性的拍點帶

領兩部小提琴的撥奏，使其穩定的伴隨主奏鋼琴的第二主題前進。第 118

小節起，指示兩部長笛加入（與鋼琴的主題低三度齊奏），並以強有力的拍

點帶出後半拍的低音弦樂。後半樂句（第 120 小節起）的音樂先以模進方

式進行，指揮可以參照前半樂句的方式來處理，到第 123 小節時，增加擊

拍的力量帶起主奏鋼琴以及弦樂（全部轉為弓奏）與長笛的漸強，進入下

一樂句。 

 第二主題群第五句（124-131 小節）：在這個樂句中，主奏鋼琴仍舊保

持活潑、跳躍的音樂風格，而樂團的部份有著細膩的音色與力度變化。由

於速度加快（Più mosso），指揮在一開始就應敏銳的掌握獨奏者的新速度。

第 124 小節，順著前一小節的漸強帶出小號和法國號（第一、二部）的強

奏和弦。隨後需以靈活的動作指示突然轉弱後再漸強的力度變化，並引導

低音號與低音弦樂的加入。第 125 小節，強力點出低音號與定音鼓的強奏

之後，快速縮小動作指示突然轉弱，但須保持拍點的彈性以引導中提琴和

大提琴跳躍式音型。第 126 小節，點出兩部小提琴與長笛的跳躍式音型。

第 127 小節，指示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的撥奏。第 128 小節，點出低音弦

樂的撥奏之後，穩定的帶領由中提琴起始的上行音階，特別注意兩部小提

琴快速的十四連音需以漸弱來呈現（此處雖以旋風般的音響效果為主，但

仍可引導演奏者注意 D 大調音階的準確性）。第 129 小節，指示低音弦樂的

跳躍式音型。第 130 小節起，保持拍點的彈性以引導弓奏（斷奏）與撥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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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的弦樂，並點出依序加入的雙簧管、鐘琴、長笛與短笛，以逐漸增強

的能量進入下一樂句。（請參考譜例三之 9） 

 第二主題群第六句（132-139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是前一樂句的模進，

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須注意調性不同以及配器上的微幅變化

（參考前一節樂曲分析）。 

 第二主題群第七句（140-147 小節）：在此樂句中，主奏鋼琴仍保持活

潑、跳躍的音樂風格。從第 140 小節起，指揮應一方面以左手優雅的帶領

由法國號交接給小號之輕柔圓滑的簡樸旋律，另一方面以右手打出具有彈

性的拍點來指示弦樂（由低音逐漸向高音傳遞）具有附點的跳躍式音型。

第 143 小節，注意小提琴的撥奏與弓奏需順暢的轉換，並在第二拍時特別

提示鐘琴及短笛加入。後半樂句（第 144 小節起）屬於反覆的形式，可以

參照前半樂句的方式來處理，但在第 147 小節時要配合主奏鋼琴，將速度

放慢下來。 

 結束句（148-155 小節）：在此樂句的前半部分應特別注意速度的變化。

依照樂譜上的標示，主奏鋼琴需在第 148 小節時順著前一小節的漸慢繼續

放慢下來，第 149 小節回到原速，而從第 150 小節起則要加速前進。雖然

速度變化頗大，但仍有其規則可循，且自第 148 至 151 小節，主奏鋼琴演

奏的是具有規律的波浪式三連音，指揮只要掌握此三連音，即可帶領在拍

點上的低音弦樂緊密跟隨獨奏者的速度前進。第 150 小節第二拍起，逐漸

增強擊拍的力量。第 152 小節起，以清楚的拍點帶出上三部弦樂與法國號

之後，應持續指示隨後依序（每小節）加入的小號及鐘琴，並配合逐漸增

強的力度，營造豐富而強烈的音響背景。在第 155 小節時到達強奏高點後，

隨即以強有力的動作收音，乾脆俐落的結束整個第二主題群。隨後將動作

暫停，運用休止符的時質使此熱烈的氣氛稍稍沉澱，準備帶入較為柔和的

第三主題群。（請參考譜例三之 10） 

 第三主題群 a 第一句（156-159 小節）：進入第三主題群之後，拍號改

為 4/4，指揮時以每小節打四拍為原則，而配合速度減慢（Meno mosso），

筆者建議採用約 ＝100 的中等速度。此處由樂團擔綱，整體音樂是以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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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法建構而成，因此應特別注意樂器交接的流暢性。樂句開始時，指揮

應以明確的手勢打預備拍帶出低音銅管的主題（在 p 的力度中，仍需注意

給予充分的呼吸準備），並要求中提琴與大提琴的裝飾音應演奏於拍子前

面，以保持拍點上整齊的和聲。第 156 小節第四拍時，以清楚的點帶出中

提琴與大提琴，並藉此提示下一小節的低音管和低音提琴。第 157 小節，

先以具有彈性的拍點引導低音弦樂與第二部低音管的斷奏，在第三拍時帶

出低音銅管。第 158 小節，帶領全體弦樂承接主題，並引導低音號與第一

部低音管的簡短對位旋律。第 159 小節，先點出弦樂的重音，在第三拍時

帶出法國號與低音管。（請參考譜例三之 11） 

 第三主題群 a 第二句（160-163 小節）：此處基本上是前一樂句的模進，

從第 160 至 162 小節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帶領樂團。第 163 小節第一拍時，

增加擊拍的彈性以提示後續的弦樂撥奏，第二拍點出之後將手勢拉高，準

備帶出第一小提琴外聲部的主旋律，以及單簧管、低音管與法國號（一、

三部）的對位音型，並藉此提示主奏鋼琴進入。 

 第三主題群 b 第一句（164-167 小節）：指揮在此應以帶領第一小提琴

外聲部所演奏的主題為重點，並以清楚的拍點來引導近乎頑固音型的規律

伴奏模式（包含其餘弦樂的撥奏、管樂的對位音型以及主奏鋼琴的大跳音

程進行）。在力度上特別注意配合樂句的音型（以每四拍為單位），在每小

節第三拍時都由弱奏開始做出小幅漸強，以增進音樂的表現力，但應以自

然為原則，不可因幅度過大而造成歇斯底里的現象。（請參考譜例三之 12） 

 第三主題群 b 第二句（168-171 小節）：此處基本上是前一樂句的模進，

指揮可參照前面的音樂進行，但須注意配器的改變。第 167 小節第三拍起

帶出第一部小號（附弱音器）的主題，以及新加入伴奏背景的第二、四部

法國號與低音提琴。第 169 小節第三拍指示低音號承接小號的主題。第 171

小節（拍號轉為 2/4）第二拍點出之後將手勢稍微拉高，提示後續的低音銅

管主題以及附有裝飾音的低音弦樂。 

 第三主題群 a’第一句（172-175 小節）：此樂句樂團的部份完全反覆第

三主題群 a 第一句（156-159 小節），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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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3 小節第三拍時須以明確的點帶出主奏鋼琴，隨後保持穩定的速度帶

領樂團，以協助指引主奏鋼琴活潑、複雜的節奏性。 
 第三主題群 a’第二句（176-179 小節）：此樂句樂團的部份完全反覆第

三主題群 a 第二句（160-163 小節），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在

第 177 小節第三拍時須以明確的點帶出主奏鋼琴，隨後保持穩定的速度帶

領樂團，以協助指引主奏鋼琴活潑、複雜的節奏性。 
 第三主題群 b’第一句（180-183 小節）：此處除了將主奏鋼琴以及樂團

伴奏部分的節奏活潑化之外，幾乎是完全反覆第三主題群 b 第一句（164-167
小節）的素材。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帶領樂團，但增加擊拍的彈性以

帶動整體規律而活潑的節奏。 
 第三主題群 b’第二句（184-187 小節）：與前一樂句相似，此處除了將

主奏鋼琴以及樂團伴奏部分的節奏活潑化之外，幾乎是完全反覆第三主題

群 b 第二句（168-171 小節）的素材。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帶領樂團，

但增加擊拍的彈性以帶動整體規律而活潑的節奏。第 187 小節第一拍強奏

之後，以左手引導低音號與低音弦樂的長音，並逐漸向內縮回以指示漸弱。 
 鋼琴間奏第一句至第三句（188-197 小節）：第 188 小節起進入鋼琴的

間奏樂段，指揮在此先持續引導大提琴的長音，到第 189 小節第一拍將此

長音收掉之後，就由主奏鋼琴單獨表現（此後可在每小節第一拍時打出清

楚的點，藉以協助樂團確定掌握音樂的進行）。第 195 小節第四拍，主奏鋼

琴在附有延長記號的震音結束後，進入下一樂句時速度將會轉快（Più 
mosso）。指揮在此應特別注意獨奏者的動作（隨其呼吸的提示進入第 196
小節），在第 196 小節時以左手暗示兩小節後加入的弦樂（依照指揮與樂團

之間的默契而定，筆者在此建議伸出食指與中指來表示）。第 197 小節第四

拍時，打出明確的拍點，準備將弦樂帶進來。 
 推移 I 第一句（198-199 小節）：在這兩小節的前導句中，指揮應以大

提琴和第一部低音提琴的規律八分音符節奏，以及第二部低音提琴的四分

音符撥奏為基礎，帶動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的切分音。由於力度僅 pp，因

此擊拍的動作不可過大，但仍須保持拍點的彈性，以營造一個穩定而具有

前進能量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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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移 I 第二句（200-203 小節）：第 200 小節時應在前面所建立的穩定

伴奏背景下帶出第一小提琴的主題，隨後繼續保持拍點的彈性，以帶領此

一具有積極前進動能的音樂。第 202 小節第一、三拍時均以清楚的點提示

依序加入的單簧管和長笛以及弱拍上的法國號。第 203 小節時特別注意低

音弦樂增四度音程之準確，並以目光先行暗示獨奏者，到第四拍時再給出

明確的點，提示主奏鋼琴的進入。（請參考譜例三之 15） 

 推移 I 第三句（204-207 小節）：此樂句的樂團部份保持與前一樂句相

同的配置（僅伴奏部份的弦樂音域提高三度），指揮可以參照前面的方式來

進行，但在主奏鋼琴進入之後，應注意樂團音量的控制，務使主奏鋼琴可

以清楚的呈現出來。另外，由於鋼琴的節奏是以三連音為基礎，與伴奏的

二連音會產生節奏交錯的情況，因此指揮更需以穩定而清楚的拍點來帶領

整體音樂前進。 

 推移 I 第四句（208-211 小節）：此樂句的樂團部份與推移 I 第二句

（200-203 小節）完全相同，指揮可以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而此處由於

主奏鋼琴的音域提高，因此將比前一樂句更容易穿透出來，表現出清晰的

層次感。自第 209 小節起，應依照作曲家的指示，逐漸加快速度（poco a poco 

accelerando），帶起更為熱切的音樂動能（但注意緊密配合獨奏者的速度）。 

 推移 I 第五句（212-215 小節）：此樂句的樂團部份與推移 I 第三句

（204-207 小節）幾乎完全相同（僅在樂句最後一小節時稍做改變），但主

奏鋼琴由三連音轉為更快速的四連音，再加上由前一樂句逐漸加快推進的

速度，使得音樂的進行更為急切。指揮可以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須

引導樂團緊密配合鋼琴的速度前進。第 214 小節起，逐漸增加擊拍的力量，

帶起整體漸強的力度，到第 215 小節時，以強而有力的動作帶出第四拍上

的突強音，並順勢進入更為強烈、激動的下一樂段。 

 推移 II 第一句（216-219 小節）：進入推移 II 樂段之後，拍子轉為 2/2，

並具有「生氣蓬勃」（Animato）的風格。指揮以每小節打兩拍為原則。此

樂句開始時，先順著前面漸強的力度，強力帶出第一個短促強奏和弦（為

了使正拍的音響整齊，裝飾音應演奏於拍子前面），隨後以穩定而具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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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拍點帶領法國號的規律八分音符節奏，使之緊密配合主奏鋼琴前進。第

216 小節第二拍時，以強而有力的動作打出，以指示後半拍的弦樂與木管。

第 218 及 219 小節的第一拍，均加強擊拍的重量感，以帶出全體弦樂和弦

的強重音。（請參考譜例三之 18） 

 推移 II 第二句（220-223 小節）：此處幾乎是完全反覆前一樂句（僅在

最後一小節時改變部分的音程結構），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推移 II 第三句（224-228 小節）：第 224 小節起轉為帶領雙簧管、單簧

管以及上三聲部弦樂的規律八分音符節奏（使之成為支撐主奏鋼琴前進的

穩定基礎），並提示定音鼓與鐘琴的加入。在力度上特別注意以強而有力的

動作來帶出每小節第二拍後半的突強音。第 227 小節起，應以左手強力指

示由低音銅管為主導之具有強烈宣告意味的連續三個和弦。（請參考譜例三

之 19） 

 推移 II 第四句（229-233 小節）：此樂句是前一樂句的模進，指揮在此

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帶領音樂前進。到第 233 小節第二拍之後，再縮小動

作並轉向指示兩部小提琴（與雙簧管）演奏的序奏主題，進入「序奏再現」

樂段。 

 

序奏主題再現第一句至第三句（234-257 小節）：此序奏主題再現，在

樂團的部份幾乎是完全反覆樂曲開始的序奏主題第一句至第三句（3-26 小

節），指揮可以參照前面的方式來帶領樂團。在主奏鋼琴的部份，則需注意

其規律急促的八分音符節奏（以分解和弦的形式），活潑而巧妙的穿梭在樂

團之間。在力度的處理上，樂團應以弱奏為基礎，使主奏鋼琴可以穿透出

來，但仍需注意保持旋律的清晰與穩定，以協助獨奏者得以依循主題前進。 
結束句第一句（258-263 小節）：進入結束句之後，音樂逐漸緩和下來。

隨著整體力度漸弱以及樂器漸減，指揮應逐漸縮小擊拍的動作，但注意保

持穩定的速度，以帶領弦樂部分規律的四分音符（以分解和弦的形式）繼

續支撐主奏鋼琴的活潑音型。另一方面，以左手優雅的手勢來引導擔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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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背景的法國號與低音管。至第 261 小節第三拍之後，主奏鋼琴只留下左

手持續其頑固音型，由於音域極低，擔任伴奏的低音弦樂恐不易清楚掌握

其節奏音型，因此，指揮需注意以明確的拍點來引導兩者緊密的相互搭配。 
結束句第二句（264-268 小節）：第 264 小節，在主奏鋼琴結束之後，

指揮應轉以小而清楚的動作帶領大提琴的跳躍式尾聲。第 266 小節起將速

度稍微放慢。第 267 小節第一拍的結束音之後，將動作暫停。第 268 小節

的全休止符時，先以右手輕輕打第一拍，再使用雙手打出清楚的第二拍（當

做預備拍），準備帶出接續的弦樂，進入行板樂段。 
 

進入此插入段之後，拍子轉為 4/4，筆者建議採用約 ＝50 的速度來進

行，在此速度下，能夠自然地表現出一種靜謐、優美的音樂內涵。指揮時

每小節打四拍為原則，但必要時可以使用分割拍。 
行板主題第一句（269-272 小節）：此樂句由弦樂（加弱音器）擔綱，

主題在最高音聲部的第一小提琴，內聲部弦樂以三連音營造流動的和聲背

景。指揮應以優雅的手勢來帶領整體音樂前進，將重心放在第一小提琴的

主題（注意其自然的對話式音型，在第 271 小節時以明確的動作指示答句），

並以圓柔的線條引導內聲部弦樂規律、流動的三連音。而低音提琴與大提

琴的撥奏，則以明確的拍點來指示之（注意大提琴撥奏與弓奏的轉換）。整

個樂句要以 pp 的力度來進行。（請參考譜例三之 21） 
行板主題第二句（273-276 小節）：在此首先以清楚的預備拍帶出第一

部單簧管的主題，並繼續以優雅的動作引導其優美的音樂性。其餘弦樂應

依前一樂句的模式前進（第一小提琴宜自然的融入內聲部弦樂的三連音）。

第 273 及 274 小節第三拍的小幅漸強與漸弱，須以細膩的手勢來指示。第

275 小節第一拍帶出第三部法國號，第二拍帶出第一小提琴，並自第三拍之

後逐漸擴張手勢引導漸強。第 276 小節第三拍時，力度的轉變頗富戲劇性

（在漸強的過程中突然減弱至 pp），因此，指揮需在第二拍反彈之後，以細

膩的動作暗示突然轉弱，並藉此提示主奏鋼琴（及低音弦樂撥奏）的進入，

隨後配合獨奏者做速度的漸慢。（請參考譜例三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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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奏 I 第一句（277-280 小節）：此處由主奏鋼琴單獨表現，指揮可隨

著獨奏者的速度，輕輕打下每小節第一拍，除了引導樂團傾聽之外，亦可

明確掌握音樂的進行。 

變奏 I 第二句（281-284 小節）：第 281 小節，繼續引導樂團傾聽主奏

鋼琴的音樂。第 282 小節，以左手暗示下一小節即將加入的弦樂聲部（依

照指揮與樂團之間的默契而定，筆者在此建議伸出食指來表示，此處由於

速度慢，一個小節的準備就很充裕）。第 283 小節第一拍時，給出明確的提

示，將第二拍的弦樂帶進來，並自第三拍起逐漸擴大手勢引導漸強。第 284

小節，指揮需在第二拍反彈之後，以細膩的動作暗示突然轉弱，並藉此提

示法國號的加入（參照第 276 小節），隨後配合獨奏者做速度的漸慢。 

變奏 II 第一句（285-288 小節）：在這個樂句中，指揮應掌握鋼琴的主

題以及其規律的十六分音符音群，以此為基礎來引導弦樂的撥奏緊密跟隨

之。第 285 小節第三拍帶出第一部小號（加弱音器）的主題，與鋼琴做卡

農式進行。第 286 小節第四拍帶出第一部低音管（小號的回聲）。後半樂句

（第 287 小節起）為模進，可參照前半樂句的進行（但注意第一部法國號

取代了小號）。 

變奏 II 第二句（289-294 小節）：第 289 至 290 小節，一方面帶領第一

小提琴及隨後加入的單簧管（第 290 小節時注意雙簧管取代單簧管）與鋼

琴的主題進行重奏，另一方面則繼續以鋼琴的十六分音符節奏為基礎（如

前一樂句），引導其餘弦樂的撥奏穩定前進。第 291 至 292 小節，帶領第一

小提琴的簡樸旋律，使之準確與鋼琴低音聲部的主題進行齊奏，並在第一、

三拍時增加擊拍的力量來指示重音（請參考譜例三之 23）。第 293 小節起（模

進的形式），轉為帶領大提琴。第 294 小節起逐漸增強能量帶起漸強，準備

進入此樂段的最高潮。 

變奏 III（295-298 小節）：由前一小節推動的能量在此進入強奏最高潮，

原本擔任伴奏的樂團部份轉為主奏，而鋼琴則以厚重的和聲來與之相抗

衡。指揮應以強有力的手勢帶起整體強烈的氣勢，並注意保持流暢的動作

來引導具有良好歌唱性的主題（由上三聲部弦樂在兩個八度齊奏）。筆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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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議以分割的方式來擊拍，如此不僅可以帶出更多的動能，同時也可給

予長笛與單簧管的快速音群以及低音管與低音弦樂的規律節奏明確的指示

（請參考譜例三之 24）。第 297 小節第三拍，強力的帶出法國號（第一、三

部）的卡農式主題。第 298 小節第三拍起，逐漸縮小動作指示整體力度漸

弱。 
變奏 IV 第一句（299-302 小節）：此處鋼琴再度回到主奏的地位，指揮

應如變奏 II 第一句一般，以鋼琴的主題以及其規律的十六分音符音群為基

礎來引導樂團的部份（木管的對位旋律以及大提琴的卡農式主題進行）。第

299 小節第一拍後半，以強力的動作帶出單簧管與低音管（ff）的對位旋律，

第三拍時指示大提琴的主題（以優雅流暢的手勢引導其富有表現力的音樂

風格）。第 300 小節第一拍點出低音提琴的撥奏，隨後一方面繼續引導大提

琴的主題與鋼琴進行卡農，另一方面指示單簧管做漸弱。樂句後半（第 301
小節起）為模進，指揮可參照前半樂句來進行，但注意配器的變化（木管

改由長笛與雙簧管擔任）。 
變奏 IV 第二句（303-306 小節）：第 303-304 小節反覆變奏 II 第二句的

前半樂句（第 289-290 小節），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第 305 小節

第二拍起，隨著鋼琴規律的六連音（琶音）帶出第一部長笛、單簧管及逐

漸加入的弦樂聲部，此時作曲家要求「寧靜的」（tranquillo）的風格，並指

示要漸弱而漸慢，指揮必須以輕柔優雅的手勢來引導樂團，使其保持弱而

圓滑，並緊密配合獨奏者的速度前進。第 306 小節第四拍時輕輕的帶出第

二部長笛與第四部法國號。 
結束句（307-310 小節）：第 307 小節時延續前一小節的進行。第 308

小節帶出其餘三部法國號，並注意此和弦在 pp 的力度中保持良好的音準。

而第 308 至 309 小節，主奏鋼琴的節奏進行轉為不對稱的型式（在四拍中

需彈奏三組六連音），指揮須配合獨奏者具有彈性的速度，以明確的手勢帶

出接續的兩個長音和弦。第 310 小節第三拍，以輕柔的手勢將木管及低音

弦樂的和弦結束之後，保持靜止的動作，引導樂團聆聽主奏鋼琴逐漸轉為

「緩板」（lento）的尾聲，並在其最後的 A1
b 結束後，準備轉換氣氛，進入

具有詼諧曲風格的發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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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第一句、第二句（311-317 小節）：進入發展部之後轉回 2/2 拍、快

板速度，作曲家標示有「快板詼諧曲」（Allegro scherzando）的風格。筆者

在此建議採用約 ＝100 的速度，如此既可表現出活潑的音樂性也能保持穩

定的律動感（但仍需與獨奏者取得共識）。指揮在前一樂句結束後，應轉以

具有彈性的拍點打預備拍，帶出法國號與低音號的斷奏以及全體弦樂（去

弱音器）的撥奏。從第 311 至 315 小節，指揮的動作應保持小而具有清楚

的彈性，以指示每個和弦的斷奏皆能在 pp 的力度中整齊進行（請參考譜例

三之 25）。第 315 小節時應以眼神給獨奏者暗示，並在第 316 小節第一拍時

以明確的點帶出主奏鋼琴。 

發展第一主題群動機和第三主題群 a 動機第一句（318-323 小節）：此

樂句以鋼琴為主導，具有工整的節奏性，指揮若能掌握其右手的旋律線條，

就可緊密與之搭配。自第 318 至 320 小節，引導低音弦樂的撥奏來協助鋼

琴的強拍與重音。第 321 小節第一拍時，以明確的拍點帶出倍低音管和大

提琴的上行半音階，以及法國號的和聲，隨後並逐漸擴大手勢引導漸強（在

此要特別注意大提琴必須非常快速地由撥奏轉為弓奏，若必要可使用左手

撥弦來演奏第一個 B 音）。第 322 至 323 小節，先帶出低音銅管的主題，再

清楚指示大提琴與低音提琴做銜接。（請參考譜例三之 26） 

發展第一主題群動機和第三主題群 a 動機第二句（324-329 小節）：此

處是前一樂句的模進，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需注意在第 328

小節時提示新加入的中提琴）。  

發展第一主題群動機和第三主題群 a 動機第三句（330-333 小節）：此

樂句除了縮短兩個小節，以及主奏鋼琴的旋律略有變化之外，基本上是模

仿前一樂句，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發展第一主題群動機和第三主題群 a 動機第四句（334-336 小節）：此

樂句基本上是模仿前一樂句（縮短了一個小節），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

進行，但應增加擊拍的力量以帶動增強的力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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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門 I 第一句（337-341 小節）：在強力帶出第 337 小節第一拍的強奏

和弦之後，應引導樂團傾聽主奏鋼琴。第 339 小節第二拍時，隨著獨奏者

的速度打出強有力的預備拍，以帶出第 340 小節的弦樂（除第一小提琴之

外皆為撥奏），並藉此暗示第一部小號。第 340 小節，特別強調第一小提琴

在後半拍的震音（及第一部小號的強吐音），使其與鋼琴的突強音完全契合。 

過門 I 第二句（342-345 小節）：此樂句是由主奏鋼琴在前，樂團在後

的簡捷、快速對答式音型，指揮應緊隨獨奏者的速度，在每小節第一拍時

以強有力的動作帶領後半拍的樂團回應主奏鋼琴的強奏和弦，第二拍時亦

應保持擊拍的力量以指示強重音（此時注意全體弦樂均改為弓奏）。第 345

小節第二拍之後立即縮小動作，以指示在後半拍突然轉弱的弦樂聲部（此

時注意全體弦樂均改為撥奏）。 

過門 I 第三句（346-347 小節）：指揮在此應順著前一小節突然轉弱的

力度，以具有彈性的拍點繼續帶領弦樂（撥奏）規律的前進。在速度上則

應依照作曲家的指示「稍稍放慢」（Pochissimo meno mosso），以營造一個活

潑、跳躍但具有穩定律動的伴奏背景。 

發展第二主題群動機第一句（348-351 小節）：指揮在此應以前面所建

立的穩定伴奏為基礎，輕巧的帶出具有活潑、跳躍風格的小號（以第一部

的主題為重心），到第 350 小節時再轉為指示法國號承接。第 351 小節第一

拍時特別點出中提琴，使其融入法國號的主題（此時注意中提琴必須快速

的由撥奏轉為弓奏）。 

發展第二主題群動機第二句（352-355 小節）：此樂句是前一樂句的模

進，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自第 353 小節第二拍後半起，需注

意帶出依序加入的長笛、短笛及低音管。 

過門 II 第一句（356-359 小節）：自第 356 小節起進入規律的齊奏模式，

指揮先延續前一樂句的力度，以具有彈性的拍點來帶領樂團演奏出整齊的

短促八分音符（注意大跳的音準）。第 357 小節第二拍時增強擊拍的力量以

指示後半拍的 f 強奏（並帶出單簧管），同時藉此提示第 358 小節的低音銅

管及倍低音管。第 358 小節起，管樂的時值增長為四分音符，指揮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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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增加拍點的推力）來引導之。第 359 小節第二拍時再將力量增強，

指示後半拍加入的小號與雙簧管以及整體 ff 的力度（注意全體弦樂轉回弓

奏），同時藉此提示隨後加入的定音鼓。 

過門 II 第二句（360-363 小節）：此處延續前面的大跳音型，但在弦樂

轉為四分音符之後，整體形成統一的節奏，指揮應以具有重量感的動作來

帶領全體樂團演奏出豐富飽滿的強奏。第 363 小節第二拍時以強有力的動

作收音，並藉此提示後續的法國號與低音號。 

過門 II 第三句（364-367 小節）：此處由法國號與低音號的齊奏承接前

面所推進的能量，指揮應以強有力的動作點出每個重音，同時以左手掌心

向上指示豐富飽滿的音響。在第 367 小節的全音符之後以強有力的動作收

音，隨後以眼神示意獨奏者，進入裝飾奏樂段。 

 

此部份是展現演奏者技巧的獨奏樂段，指揮只需用心傾聽，直到第 407

小節時再以左手暗示樂團準備。第 409 小節第一拍，主奏鋼琴到達結束音，

在靜待其強烈的音響迴盪約兩秒後，與獨奏者眼神溝通，打出清楚的預備

拍，提示低音銅管及中提琴與大提琴，準備進入再現部。 

 

再現第三主題群 a 第一句（410-413 小節）：此處轉為 4/4 拍，作曲家標

示著「較慢的」（Poco più sostenuto），筆者建議以大約 ＝110 的速度來進

行，如此可以表現出穩定的律動感（但仍須與獨奏者取得共識）。樂團的部

份除了調性改變（c#小調）以及未使用第一小提琴之外，幾乎是完全反覆呈

示部第三主題群 a 第一句（156-159 小節）的對話式主題。指揮可參照前面

的方式來帶領樂團，但需注意以主奏鋼琴（帶有附點節奏的音階式旋律）

為主導，將樂團保持在 pp 的力度，並緊密配合獨奏者的速度前進。（請參

考譜例三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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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第三主題群 a 第二句（414-417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是前一樂句

的模進，指揮大致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在第 416 小節時將第一小提

琴帶進來，第 417 小節第一拍起，注意引導低音弦樂的頑固音型，第三拍

帶出低音號吹奏的簡樸旋律。 

再現第三主題群 b 第一句（418-421 小節）：由此樂句開始，速度逐漸

加快（poco a poco accelerando），指揮應與獨奏者取得速度上的共識（由於

樂句長，必須一點一點的加快，避免到最後因為太快而失去控制）。主奏鋼

琴的部份，節奏變化頗為豐富，但具有規律性，指揮應緊緊掌握其律動，

以低音弦樂的頑固音型為基礎，並指示由低音號開始傳遞的簡樸旋律線條

（由主屬音構成）可以流暢的銜接。（請參考譜例三之 28） 

再現第三主題群 b 第二句（422-425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是前一樂句

的模進，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注意配合獨奏者持續加快的速

度），但需以較為流暢的動作來引導中提琴與大提琴的三連音音群，並在第

425 小節時帶出新加入的低音銅管（演奏第三主題群 a 片段動機）。 

再現推移 I 第一句（426-429 小節）：作曲家在此標示著「速度轉快，

持續漸快」（Più mosso, sempre accelerando），指揮應敏銳掌握獨奏者的速度

（注意其左右手二對三的節奏型態），以清楚的手勢引導低音弦樂、單簧管

與低音管的頑固音型，使之成為音樂前進的穩定基礎，同時明確的帶出兩

部小提琴主奏的推移主題，而間歇出現的雙簧管與長笛則可在此基礎上準

確的加入。 

再現推移 I 第二句（430-433 小節）：此樂句的樂團部分，除了中提琴

與大提琴改為三連音音群之外，其餘均反覆前一樂句，指揮可參照前面的

方式來進行，但需清楚掌握獨奏者的速度（注意其節奏四連音轉為三連音

的變化），持續加速向前推進，帶起更為激動的音樂性。 

再現推移 I 第三句（434-437 小節）：在這個樂句中，主奏鋼琴與樂團

同時都增強了力度與能量，指揮應增加擊拍的力量以帶起更為熱情有力的

音樂。第 434 小節第一拍起，以帶領第一小提琴的主題為重點（同時指示

低音管與低音號與之齊奏），第四拍時強力點出，指示後半拍加入的單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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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國號。第 435 小節第四拍同樣強力點出，指示後半拍加入的第二小提

琴與雙簧管。第 436 小節第四拍時指示後半拍加入的長笛與小號，並藉此

提示後續的低音銅管。在這樂器逐漸加入的過程中，應注意配合主奏鋼琴

的速度，並以第一小提琴的旋律線條為主導。 
再現推移 I 第四句（438-443 小節）：此處主奏鋼琴的八度強奏具有強

烈的氣勢，而樂團的部份基本上是重複再現推移 I 第二句（430-433 小節）

的內容（但樂器增多使音響更為豐富）。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

應先將樂團的力度減弱為 mp，到第 440 小節起再逐漸推動漸強。第 442 小

節將小號、長笛與短笛帶入之後，繼續增強能量，帶入更為激動、熱情的

下一樂句。 
再現推移 II 第一句（444-447 小節）：進入推移 II 樂段之後轉為 2/2 拍，

而此樂句基本上反覆呈示部推移 II 第一句（216-219 小節）的素材，但樂句

開始時由樂團取代主奏鋼琴。指揮應順著前面漸強的能量（採用約 ＝96
的速度），以強力、堅決的手勢帶出樂團總奏，隨後繼續以熱烈急切的動作

引導出「生氣蓬勃」（Animato ）的音樂性。第 446 至 447 小節可參照呈示

部（第 218 至 219 小節）的方式來進行。 
再現推移 II 第二句（448-451 小節）：此樂句反覆前一樂句，指揮可參

照前面的方式來帶領樂團。 
再現推移 II 第三句（452-456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是反覆呈示部推移

II 第三句（224-228 小節），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需注意配器

的小幅改變：第 452-454 小節，指示單簧管及雙簧管與鋼琴進行齊奏；第

455 小節，除了帶出以銅管為主導的和弦之外，亦應穩定的引導上三聲部弦

樂與長笛和雙簧管的上行半音階。 
再現推移 II 第四句（457-461 小節）：此樂句是前一樂句的模進，指揮

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要特別注意自第 460 小節起，弦樂的上行半

音階應以更為有力的強頓音來演奏。而為了推進至聲勢強大的尾奏，自第

460 小節起，指揮應繼續增強擊拍的力度及能量，帶起更具氣勢的漸強

（molto cresc.）。第 461 小節第二拍時以強有力的動作帶出後半拍的主題（由

兩部小提琴主導，小號與法國號與之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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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奏第一句（462-469 小節）：此處樂團的部份除了增加鐘琴之外，其

餘完全反覆序奏主題第四句（27-34 小節），指揮可以參照前面的方式來帶

領樂團，並將重心放在第一小提琴的主題上，使主奏鋼琴的快速八度音群

得以穩定的依循主題前進。 

尾奏第二句（470-477 小節）：與前一樂句相似，此處樂團的部份除了

增加鐘琴之外，其餘完全反覆序奏主題第五句（35-42 小節），指揮可以參

照前面的方式來帶領樂團。第 476 小節起，再將力度增強，準備推進至最

後的強奏高潮。 

尾奏第三句（478-483 小節）：由此樂句進入最後的高潮，主奏鋼琴轉

以較長的和弦（二分音符）取代前面的快速八度音群，每個和弦均以 ff 的

力度表現出厚重有力的氣勢與能量。指揮應以強而具有重量感的動作帶領

樂團全體總奏，將重心放在由兩部小提琴以顫音主導的切分音主題（短笛、

長笛及第一部小號與之齊奏），同時加強每個拍點的力度以指示低音銅管演

奏出沈重有力（molto pesante）的和聲來支撐主奏鋼琴。 

尾奏第四句（484-487 小節）：在這最後的結束句中，主奏鋼琴轉為較

緊湊的四分音符強力和弦，而樂團整體的力度更提升至 fff。指揮首先應以

左手掌心向上，指示樂團強力的總奏和弦（注意定音鼓的滾奏先弱再漸強

可以帶動更強大的能量），右手則繼續以具有重量感的動作擊拍。第 486 小

節第二拍，兩手同時以最強的力量擊拍，準備帶出主奏鋼琴以及低音銅管

和定音鼓的最後一個和弦（sff）。第 487 小節第一拍用力打下之後，隨即停

止動作以指示此強而短促的結束和弦，隨後應靜待約兩秒（讓此強烈的音

響在空間迴盪），再將雙手放下結束整首樂曲。（請參考譜例三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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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柴科夫斯基的生平 

 柴科夫斯基（Pyotr Tchaikovsky, 1840-1893）是十九世紀俄羅斯最偉大

的音樂家之一，他以其優異的創作技巧和天賦的音樂才能，融合了歐洲音

樂自古典時期發展成形的結構、俄國國民樂派的精神以及浪漫樂派音樂風

格，創作了數量豐富的作品，為世人留下許多沁人肺腑、震撼人心的音樂。

柴科夫斯基的一生經歷許多波折，除了面對當時俄國帝俄專制時代末期所

帶來之動盪不安的社會環境之外，其個人亦極盡辛苦的在生活、音樂學習

和創作的路途上努力前進。雖然所處的環境不佳，但幸運的是，來自於家

人和朋友的鼓勵與支持，幫助他度過了許多人生中的低潮。也或許正因為

面對嚴峻的現實環境，才不斷地激發這位感情豐富，胸懷悲天憫人之情的

音樂家，創作出一闕闕美麗的樂曲，並經由這些樂曲觸動、撫慰人們的心

靈。就如同作曲家自我的期許一般：「我竭盡全部心力，熱望我的音樂為人

所知，希望愛它並從中獲得安慰和支持的人越來越多」。92 

 

 柴科夫斯基的父親伊利亞․彼特洛維奇（Il’ya Petrovich Tchaikovsky）

是一位礦業工程師，他和第二任妻子亞歷桑德拉․安德烈耶芙娜（Alexandra 

Andreyevna）結婚後，生育了六位子女。柴科夫斯基於 1840 年 5 月 7 日出

生，排行第二，在這些兄弟姐妹中，妹妹莎夏（Sacha）以及 1850 年出生的

一對雙胞胎弟弟安納托里（Anatoly）和莫德斯特（Modest），在後來的歲月

中與柴科夫斯基關係密切，提供了家庭的溫暖之情，同時也成了他重要的

精神支柱。自五歲起，柴科夫斯基開始跟隨當地一位老師瑪麗亞․帕契可

                                                 
92毛宇寬，《俄羅斯音樂之魂—柴科夫斯基》（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2003），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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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Mariya Palchikova）學習鋼琴，而家中一台自動風琴（Orchestrion）所

播放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的《唐喬望尼》（Don 

Giovanni）以及貝利尼（Vincenso Bellini, 1801-1835）、羅西尼（Gioacchino 

Rossini, 1782-1868）和多尼才悌（Goetano Donizetti, 1797-1848）等作曲家

的音樂，讓他在少年時期的音樂經驗更為豐富，其中，特別是莫札特的作

品對他產生的影響最為深遠。93柴科夫斯基在 1876 年所創作的《洛可可主

題與變奏曲》（Variations on a Rococo Theme）就是他景仰這位音樂天才並模

仿其風格的一個實際例證。 

 在 1844 年，柴科夫斯基的父母聘請了一位女家庭教師范妮․杜巴赫

（Fanny Dürbach）來指導長子尼可拉（Nicholas）和姪女麗蒂雅（Lydia），

而年幼的柴科夫斯基也藉此在她的引導下，開始學習法文和德文，並創作

一些詩歌。杜巴赫發現了小柴科夫斯基感情豐富的一面，他比一般同年齡

的小孩更為早熟，面對批評的時候，其敏感易受傷害的本質也很容易就被

觸發。94這樣的人格特質跟隨著他的一生，有時候更會出現自我否定的心

理，特別是當作品受到批評時，他可能會有激烈的反應或甚至想要撕毀總

譜的想法。 

1850 年，在家人的安排下，柴科夫斯基進入法律學校的預備班就讀，

因為需要寄宿在學校，讓他不得不與家人分離，年少的柴科夫斯基在這段

時間裡，感受到親人不在身邊的孤單，在他自己回憶中，這是一段可怕的

日子。幸好在課餘時他學習鋼琴，參加合唱團，寄情於音樂之中。有一次

和母親去欣賞葛令卡（Ivanovich Glinka, 1804-1857）的歌劇《為沙皇效命》

（A Life for the Tsar），讓柴科夫斯基小小的心靈感受到無比的震撼，而葛

令卡的音樂風格也在日後深深的影響著他。95  

1852 年，柴科夫斯基以極為優異的成績通過法律學校的入學測驗，成

為正式的學生，當年夏天與家人在一起度過了愉快的假期。這段期間，經

                                                 
93David Brown, “Tchaikovsky, Pyotr Il’yich,”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ed. Stanley Sadie (London: Macmillan, 1980), vol. 18, p. 607. 
94Edward Garden, Tchaikovsky, (London: J. M. Dent Ltd, 1993), p. 2. 
95Brown, p.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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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姨母阿蕾科莎耶娃（Alekseyeva）的指導，柴科夫斯基接觸了羅西尼的歌

劇，同時也將莫札特的歌劇《唐喬望尼》總譜研究了一番。96這個經驗為他

後來致力於歌劇的創作上，奠下一些重要的基礎。1854 年，柴科夫斯基的

母親因為感染霍亂去世，這事件為他留下了不可磨滅的傷痛，在二十五年

後柴科夫斯基寫給他的贊助者梅克夫人（Nadezhda von Meck）的信中可以

了解到當時他小小的心靈承受喪母之痛的心情：「二十五年前的今天，是我

母親逝世的日子，那一天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痛苦。她的死對於我的

生活、對於我的家庭，都有很大的影響。她還在壯年，忽然患霍亂死了。

那可怕的一天，每一分鐘都常留在我的記憶裏，好像還是昨天的樣子。」97當

時的柴科夫斯基只能寄情於音樂，從而尋得心靈上的慰藉。從這個時候起，

乃至於日後創作時，音樂便成了他非常重要的情感宣洩的出口。 

在法律學校就讀期間，柴科夫斯基並沒有荒廢鋼琴的課程，首先是跟

隨法律學校的老師學習，後來更成為當時的名師昆丁格（Rudolf Kündinger）

的學生。柴科夫斯基的父親原本似乎有意讓他以音樂為職，因此還請教昆

丁格的意見，但是昆丁格基於兩個理由勸他打消念頭：第一，他並未發現

柴科夫斯基具有過人的音樂天賦，第二，當時俄國的音樂家，大都是過著

很艱辛的生活。98就這樣，柴科夫斯基繼續在法律學校求學，並於 1859 年

完成學業，畢業之後隨即進入司法部任職。 

 柴科夫斯基任職司法部期間，經常利用工作之餘在一些私人的家庭音

樂會或舞會中彈鋼琴，他更常到劇院去欣賞芭蕾舞以及歌劇的演出，接觸

到諸如莫札特、葛令卡、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 1786-1826）、梅耶貝

爾（Giacomo Meyerbeer, 1791-1864）以及威爾第（Giuseppe Verdi, 1813-1901）

等著名作曲家的經典作品。隨著對音樂的喜愛與熱情與日俱增，柴科夫斯

基心中燃起轉向音樂發展的念頭，他開始學習數字低音和理論課程。當時，

安東․魯賓斯坦正積極籌劃成立俄羅斯的第一所音樂教學機構—聖彼得堡

                                                 
96Garden, p. 5. 
97梅克，包溫（B. Meck & C. Bowen）合編，吳心柳校訂《柴可夫斯基書簡集》（台北： 

樂友書房，民國 73 年），頁 240。 
98Garden,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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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院（The St. Petersburg Conservatoire），在音樂院尚未正式成立之前，先

以免費的歌唱班和樂理班來招生授課。柴科夫斯基於 1861 年也開始進入這

些班別學習，隨查倫巴（Nikolay Zaremba）學習音樂理論。安東․魯賓斯

坦在這時，觀察到柴科夫斯基具有極佳的音樂天賦，因此鼓勵他往音樂發

展。在 1862 年聖彼得堡音樂院正式成立之後，柴科夫斯基就成為第一批音

樂院的學生，但是，因為家裡的經濟狀況無法支援他，所以，他還保有司

法部的工作。後來，靠著教學生，可以勉強過活時，才在 1863 年辭去工作，

下定決心把音樂當成終身的志業。99 

 

 聖彼得堡音樂院的創始人安東․魯賓斯坦小時候就被譽為音樂神童，

年輕時長年旅居學習於法國、德國及維也納等音樂重鎮，受到完整的傳統

歐洲音樂文化的薰陶，並與著名的音樂家李斯特及聖桑（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等人交往。在他回到俄羅斯創立第一所音樂教育機構時，他所

重視的就是紮實的西歐音樂基礎教育，除了各項樂器演奏的專長之外，還

包含和聲、對位、曲式結構和配器法等重要的理論課程。從 1862 年起到 1865

年這期間，柴科夫斯基在聖彼得堡音樂院求學，若再加上前一年音樂院草

創之初的免費課程，他總共有四年的時間接受學院派正規的音樂教育，這

段期間的教育，為他打下深厚的理論基礎。根據當時音樂院同學的回憶，

柴科夫斯基是個非常認真的學生。安東․魯賓斯坦常會要求學生做許多作

業，通常只有柴科夫斯基認真的完成，而老師在課堂上分析評論柴科夫斯

基的音樂作品，也常常成為同學們最感興趣的課程部份。100 

 柴科夫斯基在音樂院的學習是極為廣泛、豐富的，除了理論作曲的主

修，他還上過鋼琴課，但很快的，其程度就已經達到主修作曲學生的要求

了。在當時音樂院學生樂團的需求下，他也學習長笛，並在樂團吹奏，後

                                                 
99Arnold Alshvange 著，高士彥 譯《柴科夫斯基 上》（台北：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 

頁 31-35。 
100同上，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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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更當了長笛首席。除此之外，他還學習管風琴演奏。有時，柴科夫斯基

也會代替老師指揮學生樂團的合奏練習，有一次還指揮演出自己的《F 大調

序曲》。101這些經驗都將成為他日後在音樂領域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作曲方面，音樂院的訓練也逐漸的顯出成果來了，除了前述的《F
大調序曲》之外，柴科夫斯基根據奧斯特羅斯基（Ostrovsky）的劇作《暴

風雨》（The Storm）創作了另一首序曲，以做為繳交給安東․魯賓斯坦的作

業，雖然因為配器過於龐大新穎，創作手法也較脫離傳統而未獲得老師的

青睞，但是此曲後來以作品七十六出版，並獲得廣泛的認同。另外，1865
年完成的一組《性格舞曲》（Characteristic Dances）居然獲得當時到俄國演

出的約翰․史特勞斯（Johann Strauss, 1825-1899）賞識，親自指揮在巴輔洛

夫斯克（Pavlovsk）的一場音樂會中演出。
102這對於柴科夫斯基而言，無疑

是非常大的鼓舞。 

 柴科夫斯基為畢業考試所提交的作品是以德國詩人席勒（Friedrich 
Schiller）的《歡樂頌》（An die Freude）為主題所創作的清唱劇，包含有獨

唱、合唱以及樂團的部份。此曲在 1865 年 12 月的畢業考試中，由安東․

魯賓斯坦指揮演出，出席的評審顯然相當欣賞這個作品，不但給予通過而

且頒給他銀質獎章。
103而當時居伊（César Cui, 1835-1918）在出席音樂會之

後，卻對這個作品發表了一篇嚴厲的批評，認為風格太過於保守，這個負

面的評論重重的傷害了柴科夫斯基。所幸，音樂院的同學拉羅什（Herman 
Augustovich Laroche）站在柴科夫斯基這邊為他加油打氣，除了讚美這首清

唱劇之外，更推崇他是當時俄國音樂界的偉大天才。
104 

 從聖彼得堡音樂院畢業之後，柴科夫斯基隨即接受安東․魯賓斯坦的

弟弟尼可拉․魯賓斯坦（Nikolay Rubinstein, 1835-1881）的邀請，到他剛剛

創立的莫斯科音樂院（Moscow Conservatoire）去擔任作曲教職。柴科夫斯

基從此正式踏上職業音樂家的道路，陸續創作出許多優秀的作品，將俄國

的音樂水準提升到與西歐各國相等的地位。 

 

                                                 
101Garden, p. 10. 
102Arnold Alshvange 著，高士彥 譯《柴科夫斯基 上》，頁 42。 
103Brown, p. 608. 
104Arnold Alshvange 著，高士彥 譯《柴科夫斯基 上》，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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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尼可拉․魯賓斯坦的大力推動之下，莫斯科音樂院於 1866 年正式成

立。柴科夫斯基於此時獲得尼可拉․魯賓斯坦的邀請，前往擔任和聲學的

教授，開始了他職業音樂家的生活。雖然教學工作忙碌，他仍抽出時間致

力於創作，在音樂院同事的鼓勵之下，他開始嘗試創作交響曲，並在 1866

年 6 月完成了標題為「冬日夢幻」（Winter Dreams）的《第一號交響曲》初

稿。這首樂曲可以說是柴科夫斯基脫離學生時代，正式向大眾展現自己創

作才能的第一首大型作品。為了能夠在聖彼得堡演出，他特別回去請求老

師安東․魯賓斯坦及查倫巴給予意見，但是卻得到嚴苛的批評。柴科夫斯

基重新修改之後，於同年 12 月由尼可拉․魯賓斯坦指揮其中的第三樂章演

出，但是觀眾反應不佳，直到 1868 年 2 月全曲完整演出時才獲得好的評價。
105 

 1867 年，柴科夫斯基與當時著名的義大利女歌手黛西瑞․阿爾托

（Désirée Artôt）相識，並進而互相吸引開始交往，這大概是他第一次熱烈

的感覺到喜歡上異性。1868 年，他特別創作了一首鋼琴的浪漫曲（Romance, 

op. 5）題獻給阿爾托。106柴科夫斯基原本強烈的希望能和阿爾托結婚，但是

在雙方的親友都不看好的情況之下，兩人暫時並沒有繼續發展。阿爾托的

母親認為女兒比柴科夫斯基年長 5 歲，且擔心她會離開義大利定居在俄國

而沒有支持這個婚姻。而柴科夫斯基的父親和音樂院的同事們，則以不願

看到他以後為了陪這位著名的女歌手到處演唱而失去發展自我的機會，勸

他審慎考慮。沒多久之後，阿爾托就閃電般的與一位西班牙男中音瑪里歐

․帕帝拉（Mario Padilla）結婚了，結束了與柴科夫斯基的交往。107 

 在任職莫斯科音樂院的時期，柴科夫斯基認識許多當地以及來訪的音

樂家們，白遼士（Hector Berlioz, 1803-1869）就是其中一位，他的音樂在當

                                                 
105Alan Rich 著，林光餘 譯《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羅密歐與茱麗葉幻想序

曲》（台北：智庫文化，1997），頁 22。 
106Arnold Alshvange 著，高士彥 譯《柴科夫斯基 上》，頁 65。 
107Garden,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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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廣受俄國聽眾的歡迎與推崇，當他在 1867 年底，到莫斯科指揮演出時，

柴科夫斯基就在茶會上代表致詞歡迎。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巴拉基雷夫

（Alexeyevich Balakirev, 1837-1910），他算是當時俄國極具名望的音樂家，

以他為首，另有四位音樂家：居伊、玻羅定（Alexander Borodin, 1833-1887）、

穆梭斯基（Modest Mussorgsky, 1839-1881）以及李姆斯基․柯薩可夫，因為

堅持以俄國的民族音樂為創作的根本，排斥以西歐傳統為主的學院派音樂

風格，而被評論家史塔索夫（Vladimir Stasov）冠上「強力集團」（Mighty 

Handful）的稱呼。
108巴拉基雷夫因為出席了白遼士的音樂會而和柴科夫斯

基正式結識，由於這個機緣，拉近了原本對學院派存有濃烈敵意的「強力

集團」成員與柴科夫斯基之間的距離。巴拉基雷夫相當賞識柴科夫斯基的

作曲才華，他曾經在 1869 年 3 月 29 日指揮柴科夫斯基的管弦樂作品《交

響幻想曲—命運》（Symphonic Fantasia, Fate）於聖彼得堡演出，雖然，在演

出後對此曲的嚴格批評使得柴科夫斯基憤而將總譜撕毀，造成兩人之間的

緊張關係，柴科夫斯基還是在他的建議與指導之下完成了第一部傑作《羅

密歐與茱麗葉幻想序曲》（Romeo and Juliet, fantasy）。109儘管幾年後，柴科

夫斯基與「強力集團」的創作理念越來越分歧，但是，從 1868 年至 1872

年這段與他們接觸最緊密的期間裏，柴科夫斯基得以更深入的吸收俄國傳

統民族音樂的表現手法，這將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重要資產。 

 柴科夫斯基是一個勤奮工作的人，他一方面忙碌於音樂院的教學工

作，卻也努力不斷的從事創作，從 1866 年完成《第一號交響曲》之後，到

1877 年這十一年間，他陸續完成了四部歌劇《司令官》（Voyevoda）、《女水

仙》（Undina）、《禁衛軍》（Oprichinik）與《鐵匠瓦庫拉》（Kuznets Vakula）、

舞劇《天鵝湖》（Swan Lake）、三首交響曲、兩首交響幻想曲《暴風雨》（The 

Tempest）和《里米尼的弗蘭契斯卡》（Francesca da Rimini）、一首幻想序曲

《羅密歐與茱麗葉》（Romeo and Juliet）、三首弦樂四重奏、一首鋼琴協奏

                                                 
108Stuart Campbell: ‘Balakirev, Mily Alekseyevich’, Grove Music Online ed. L. Macy  

(Accessed 5 October 2001), <http://www.grovemusic.com> 
109Brown, p.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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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等大型作品，以及許多鋼琴小品和合唱音樂等，這樣的成果可以說是相

當豐富，而他的創作技巧，也經由這個努力的過程，逐漸臻於成熟。更重

要的是，他的音樂中那種充滿豐沛情感的表現方式，也到達了收放自如的

境地。這種激動人心，令人迴腸盪氣的力量，已經成了柴科夫斯基的音樂

中最獨特的風格之一了。1876 年 12 月，當時俄國最偉大文學家托爾斯泰接

受邀請來到莫斯科。尼可拉․魯賓斯坦特別為他安排了一場音樂會，在這

場音樂會的節目中，也包含了柴科夫斯基《D 大調第一號弦樂四重奏》〈第

二樂章〉「如歌的行板」（Andante cantabile）。當時坐在柴科夫斯基旁邊的托

爾斯泰聽到這首樂曲時，竟然感動到留下了眼淚，而這兩位音樂與文學中

的偉大奇才，更從此惺惺相惜。過了許多年之後，柴科夫斯基在回憶此事

時，在自己的日記裡寫下了：『當時身為作曲家的我，所感受到的喜悅、感

動與榮耀，恐怕是我一生中絕無僅有的。』110  

 

 1877 年的 4、5 月間，柴科夫斯基接到一封自稱是曾經在音樂院就讀的

女學生安東妮娜（Antonina Milyukova）的來信，在信中，她向柴科夫斯基

表白愛意。因為沒有得到回應，安東妮娜再次寫信，並且威脅如果柴科夫

斯基不願見她的話，她就要自殺。柴科夫斯基對這位女學生並沒有印象，

他在接到信之後不久，曾登門明白告訴安東妮娜不可能接受她的愛。但是，

後來事情卻出現戲劇性的轉折，兩人於 7 月 18 日閃電般的結婚了。111這樣

的快速發展幾乎讓週遭的親友感到措手不及，而柴科夫斯基的轉變也真正

耐 人 尋 味 。 據 悉 ， 當 時 他 正 認 真 的 研 讀 普 希 金 （ 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的一部小說詩作《尤金․奧涅金》（Eugene Onegin），並已準備

將這部作品創作成歌劇。在小說中，女主角塔悌亞娜（Tatyana）勇敢的向

                                                 
110寺西春雄 著，林勝儀 譯〈柴可夫斯基的生涯與藝術〉，《柴可夫斯基--名曲解說珍 

藏版 8》（台北：美樂出版社，2000），頁 189。 
111Garden,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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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角奧涅金表白愛意，但得到的卻是他無情的拒絕。或許就是對虛幻的

塔悌亞娜興起了一種憐憫之情，讓柴科夫斯基起了移情作用，轉而同情現

實中的安東妮娜，並且進一步接納了她。 

 結婚之後，柴科夫斯基很快的發現自己無法與安東妮娜共同生活，兩

人的性格與思想有相當大的差異，而這個差異是無法調和的。為了避免和

妻子住在一起，他就想盡辦法離開家裏，他並且還寫信給梅克夫人，向她

借錢以解決經濟上的問題。
112當時正值音樂院的暑假，柴科夫斯基就以到高

加索（Kaucasus）接受礦泉治療以及到卡明卡（Kamenka）探望妹妹為藉口，

離開莫斯科到卡明卡繼續自己的音樂創作，直到 9 月份音樂院開學後，才

不得不回到家裏。不過，他仍無法忍受和安東妮娜的生活，痛苦到甚至想

要結束自己的生命，有一天還利用晚上時間獨自外出，走入冰冷的莫斯科

河（Moskva）中，企圖讓自己感染肺炎或其他疾病而死。113雖然沒有如願，

但是，在這種不健康的心理狀態之下，柴科夫斯基也無法正常進行音樂院

的教學工作，不久就在弟弟安納托里的協助之下，前往聖彼得堡住院休養。

而醫生建議需要完全改變目前的生活，才可能好轉，柴科夫斯基就委託弟

弟安納托里與同事尼可拉․魯賓斯坦全權處理與安東妮娜結束婚姻關係的

相關事宜，他則準備暫時離開俄國前往西歐各地，以調整自己紊亂如麻的

心緒。  

  1878 年，柴科夫斯基開始與妻子辦理離婚手續。安東妮娜因為不甘心，

就到處寫信攻擊他，後來雖然正式分手了，她也還會寫信或直接去找柴科

夫斯基，甚至在 9 年後，她還要求兩人能夠復合。這個人生中的短暫插曲，

變成了柴科夫斯基終生的困擾。在他去世後 3 年，安東妮娜被送進了精神

病院，並在那兒度過了 20 年的歲月。
114  

 

                                                 
112Brown, p. 616. 
113毛宇寬，頁 333。 
114Alan Rich 著，林光餘 譯，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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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克夫人是一位知識豐富，且對各個藝術領域具有相當涵養的人，她

的先生卡爾（Karl von Meck）是德國的工程師，他們因為經營鐵路事業而

賺了大筆的財富。由於對音樂的愛好，梅克夫人熟識尼可拉․魯賓斯坦，

也經由他與音樂圈的人士接觸。1876 年，柴科夫斯基的一個學生，小提琴

家柯戴克（Joseph Kotek）受聘為梅克夫人的家庭藝術家。柯戴克和尼可拉

․魯賓斯坦同時都向梅克夫人推薦柴科夫斯基的音樂，梅克夫人就請柴科

夫斯基改編一些鋼琴與小提琴的小品，以及一首《送葬進行曲》用來紀念

剛過世不久的先生，從此開始了兩個人長達 14 年的書信往返（1876-1890）。
115在柴科夫斯基經歷一段痛苦的婚姻之後，不僅精神受到影響，經濟也陷入

危機，而此時梅克夫人適時的出現，慷慨提供資金贊助，讓他得以無後顧

之憂，專心的創作。 

 在這 14 年的交往之中，兩人約定互不見面，只以書信聯繫。雖然梅克

夫人有時會要求柴科夫斯基在某個時間點走過她家，以便她可以從遠處看

他，但兩人都避免有正式見面的機會。梅克夫人不只在物質上幫助柴科夫

斯基，在精神上更是提供了重要的支持。他們在信件往返中相互傾吐心事、

表達關懷、報告各人的生活狀況、談論時事以及交換人生觀等等，柴科夫

斯基也在信中向梅克夫人闡述自己的創作理念，評論音樂作品。他對於當

代著名的音樂家例如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布拉姆斯

（Johannes Brahms, 1833-1897）、德利伯（Léo Delibes, 1836-1891）以及「強

力集團」成員們的創作風格，都在許多致梅克夫人的信中表達自己的看法。
116而這些留下來的豐富信件，便成了研究柴科夫斯基的重要文獻。 

 1890 年，因為本身經濟、健康及家庭因素，梅克夫人寫信表示將要停

止對柴科夫斯基的贊助，同時也似乎有意終止兩人十幾年來藉由通信而維

持的友誼關係。對柴科夫斯基而言，這不僅是失去一個經濟上的支援，更

嚴重的是失去了一個精神的支柱。他急切的回信表示在經濟上自己可以應

                                                 
115Garden, p. 66. 
116梅克，包溫（B. Meck & C. Bowen）合編，吳心柳校訂，頁 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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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但他珍惜的是兩個人在情感上的互相依存：『是你救活了我，如果不是

有了你的友誼和同情，我一定會發了瘋而且毀滅了』117，可是並沒有再得到

梅克夫人的回音。後來，當他知道梅克夫人的產業仍舊正常在運作時，他

懷疑梅克夫人所說的經濟狀況不佳只是藉口。生性敏感的柴科夫斯基甚至

覺得自己只是梅克夫人的一個玩偶，而這過程只是一場遊戲，因此，他的

自尊心受到相當大的打擊，並轉為憤怒。但是，根據柴科夫斯基的外甥女，

同時也是梅克夫人的媳婦梅克․達維道娃（Mek-Davïdova）的回憶，當時

的梅克夫人除了感染肺病，身體虛弱之外，她更因為長子佛拉迪米爾

（Vladimir）生病去世而自責。她悲傷的認為長期以來太專注於個人的生

活，以及花了太多時間與金錢在柴科夫斯基身上，以致於疏忽了對家人的

照顧，所以，她是懷著一種贖罪的心情在處理這件事情。118 

儘管因為誤解造成柴科夫斯基在生命的最後三年裡以不愉快的方式結

束他與梅克夫人持續了十幾年的友誼，但是他們內心對彼此的關懷卻仍是

存在的，他們都還是會透過友人，瞭解對方的狀況。對柴科夫斯基而言，

梅克夫人不只是一位金錢的贊助者，同時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知己，在

兩人書信往返的過程中，提供了情感宣洩的管道，激發出許多創作的靈感

與方向，她真的是柴科夫斯基生命中的貴人。 

 

 從 1877 年到 1880 年之間，因為與安東妮娜的短暫婚姻，以及後續的

處理問題，使得柴科夫斯基在生活上處於一種不穩定的狀況。而這時候靠

著梅克夫人的資助，他經常離開莫斯科到西歐各國去遊歷，一方面逃避現

實生活的不愉快，另一方面也接觸各地的音樂與文化。雖然生活不安定，

但是在這段期間，柴科夫斯基的創作卻到達了一個中期的高峰。首先是與

他的現實生活關係最密切的兩大作品：其一，歌劇《尤金․奧涅金》，柴科

                                                 
117同上，頁 303-304。 
118梅克․達維道娃〈我回憶中的柴科夫斯基〉，Herman Laroche 等著 申元 譯《柴科 

夫斯基其人其事》（台北：世界文物出版社，1998），頁 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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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基因為對劇中女主角的移情作用而衍展出一段現實中的婚姻；其二，

《第四號交響曲》，這是題獻給梅克夫人的第一首大型作品，柴科夫斯基在

給梅克夫人的信中暱稱此曲為「我們的交響樂」。119這兩個作品就結構與內

容而言，都算得上是柴科夫斯基的成熟鉅作。 

著名的《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也在 1878 年完成，原本想要題獻給當

時非常著名的匈牙利小提琴家奧爾（Leopold Auer），但是，奧爾認為小提

琴的部份無法演奏而拒絕此曲的首演，柴科夫斯基乃將之改獻給俄國小提

琴家布洛茨基（Adolf Brodsky），並由他於 1881 年在維也納首演，雖然首

演時並未獲得成功，但是在布洛茨基的持續推展之下，這首樂曲終於獲得

世人的肯定與喜愛。 

1879 完成的《D 大調第一號組曲》也是為梅克夫人所作，只是沒有公

開題獻。同年在尼可拉․魯賓斯坦的指揮下於莫斯科首演，獲得很好的評

價。1880 年，當年輕的法國音樂家德布西受聘擔任梅克夫人家的音樂教師

時，兩人一起彈奏此曲的鋼琴四首聯彈版本，德布西表示特別喜歡第一樂

章的復格樂段，他還將總譜帶回法國去研究。120 

1880 年，當柴科夫斯基旅居羅馬時，感受到狂歡節的熱鬧氣氛，激起

他創作《義大利隨想曲》（Italian Capriccio）的靈感。在此曲中，他以自由

的形式結合了旅行時所採集到的義大利民謠創作而成。極其難得的，曲中

所表現出來的歡樂氣氛，是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中不常見到的。在創作的過

程中，他自己也極具信心的表示這個作品將來一定會大受歡迎。果然，在

1880 年底，尼可拉․魯賓斯坦於莫斯科指揮此曲首演，獲得了全面性的成

功，就連經常攻擊他的樂評也讚美這首樂曲。121時至今日，這首《義大利隨

想曲》仍舊受到音樂家與聽眾的喜愛。 

《C 大調弦樂小夜曲》（Serenade in C）也是創作於 1880 年，最先應該

是以一首交響曲來構思，後來才轉而為現在的標題，柴科夫斯基就希望在

                                                 
119梅克，包溫（B. Meck & C. Bowen）合編，吳心柳校訂，頁 95。 
120Garden, p. 88. 
121同上,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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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時，弦樂團的編制越大越好。122這首小夜曲是以古典時期的形式和風格

為範本而作的，特別是首尾兩個樂章。柴科夫斯基還希望人們可以認得出，

他在第一樂章中刻意模仿莫札特的曲風，這是他對這位音樂神童表示的尊

崇之意。123而使用民謠為主題，則讓這個作品更受到大眾的喜愛。此外，他

對弦樂器的運用更在此時達到純熟精妙之地，就連對柴科夫斯基總是百般

挑剔的安東․魯賓斯坦也不吝對這首小夜曲發出讚美：『不論是聽眾或是演

奏家都會深受感動。』124 

另外一首也是完成於 1880 年的管弦樂曲是充滿著戰爭色彩的《1812 序

曲》（Overture 1812），這是為了在莫斯科所舉行的博覽會而作。內容主要是

以音樂來描寫 1812 年拿破崙率軍隊進攻莫斯科時，因受大雪所阻，最後被

俄軍擊潰的歷史故事。樂曲引用了四首俄國民謠以及法國的《馬賽曲》

（Marseillaise），柴科夫斯基在創作時表示，這首序曲將會充滿喧囂與吵雜，

而且『因為它並沒有激起我的熱誠與情感，所以應該沒有太多藝術性在其

中。』125儘管如此，《1812 序曲》卻因為通俗且音響效果豐富，在演出後大

受歡迎。 

 從 1881 至 1885 年間，柴科夫斯基似乎進入一個創作上的低潮期，這

一段時間他的創作熱情減少，作品數量與內容也明顯萎縮。但是，在 1882

年為了紀念前一年去世的尼可拉․魯賓斯坦所作的《鋼琴三重奏》（Piano 

trio），可以稱得上是最具有柴科夫斯基個人風格的作品之一。尼可拉․魯賓

斯坦是莫斯科音樂院的創辦人，本身是極為優秀的鋼琴家與指揮家，他在

柴科夫斯基從音樂院畢業之後，隨即聘請其擔任音樂院的教授，同時也提

供許多生活上的協助。他很欣賞柴科夫斯基的創作天賦，不只鼓勵他作曲

更經常彈奏或是指揮其作品演出。柴科夫斯基對這位前輩當然是相當的敬

重。1881 年，尼可拉․魯賓斯坦於巴黎去世，柴科夫斯基內心受到很大的

衝擊，因而激發他創作的意念，這首《鋼琴三重奏》的原稿附有標題：「為

                                                 
122同上, p. 90. 
123Arnold Alshvange 著，高士彥 譯《柴科夫斯基 下》，頁 105。 
124Garden, p. 90. 
125Brown, p.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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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念一位偉大的藝術家」（a la mémoire d’um grand artiste），126這偉大的藝術

家指的就是尼可拉․魯賓斯坦。樂曲包含兩個樂章，第一樂章是抒情的悲

歌，使用簡樸的民謠旋律，富含濃厚的情感；第二樂章是變奏曲，分成兩

個部份，每個變奏都描述著和尼可拉․魯賓斯坦相關的一段生活往事。此

曲在尼可拉․魯賓斯坦逝世週年紀念日由莫斯科音樂院的教授舉行演出。 

 

 1885 年對柴科夫斯基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首先是他決定要定居

下來。自從那短暫的婚姻之後，他因為感到名聲不佳而有一種逃避的心理，

加上梅克夫人的贊助使他有足夠的金錢可以遊歷於西歐各國，因此有好幾

年的時間過著旅居各地的生活。1885 年，柴科夫斯基在莫斯科附近的邁丹

諾瓦（Maidanovo）租下一間房子，在那兒，他過著簡單規律的生活，每天

早上與傍晚各有一段作曲的時間，而下午則以散步的方式尋找靈感，這是

巴拉基列夫曾經建議過他的一種創作的方式。127除了生活漸趨穩定之外，柴

科夫斯基的作品已經受到廣大的喜愛與重視，甚至連俄國沙皇也熱愛他的

音樂並經常去欣賞他的歌劇演出。在這些有利的環境之下，柴科夫斯基擺

脫前一陣子的低潮，開始構思一些大型的作品，陸續完成了《曼弗列德交

響曲》（Manfred Symphony）、歌劇《妖女》（Charodeyka）和《黑桃皇后》

（The Queen of Spades）、《第五號交響曲》、以及芭蕾舞劇《睡美人》（The 
Sleeping Beauty）和《胡桃鉗》（The Nutcracker）等著名的代表作。 

 除了作曲上的成就，柴科夫斯基也在 1887 年開始重新擔任指揮的工

作。回顧其指揮的經驗，在就讀音樂院時，擔任過老師安東․魯賓斯坦的

助理指揮，也指揮過自己的《F 大調序曲》演出。在莫斯科任教時，他曾於

1868 年的一場慈善音樂會中正式以一位指揮家的身份登台，但那並不是一

次成功的經驗。128在此之後，他就沒有信心站上指揮台，而其作品則大都由

                                                 
126大木正興 著 張淑懿 譯 〈a 小調 鋼琴三重奏 作品 50〉，李哲洋 主編《名曲解說 

全集 13 室內樂曲 3》（台北：大陸書店，民國 81 年），頁 39。 
127Garden, p. 100. 
128Arnold Alshvange 著，高士彥 譯《柴科夫斯基 上》，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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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拉․魯賓斯坦來指揮演出。尼可拉去世之後，值得信賴的優秀指揮家

並不易尋得，柴科夫斯基終於還是重新執起指揮棒。1887 年初，他寫信給

梅克夫人時就提到自己再次擔任指揮時的心情：「指揮對於我是不容易的，

而且也夠使我的神經緊張，但我必須承認，這給我真正的愉快。我樂於知

道我已經克服了與生俱來的害羞...」129就這樣柴科夫斯基逐漸的建立起一個

身為指揮家的地位。除了指揮自己的交響樂及歌劇之外，他也在音樂會中

安排其他作曲家的作品，例如 1889 年他就曾於莫斯科指揮貝多芬的《第九

號交響曲》。130 

 隨著名聲漸漸響譽樂壇，柴科夫斯基與當代著名的音樂家們接觸更為

頻繁。捷克音樂家德弗乍克（Antonin Dvořák, 1841-1904）就曾出席欣賞《尤

金․奧涅金》的演出，並且向柴科夫斯基表示極其讚賞之意。因為經常受

邀到西歐各國指揮，柴科夫斯基也有機會與布拉姆斯、理夏德․史特勞斯、

馬勒（Gustav Mahler, 1860-1911）、聖桑、古諾（Charles Gounod, 1818-1893）、

葛利格（Edvard Grieg, 1843-1907）等名家會晤。他特別欣賞葛利格的音樂

風格，認為其音樂『充滿動人的感傷氣息。挪威的大自然有壯偉之處，也

有淡泊之處，而葛利格的音樂就反映了這種大自然的美。在葛利格的音樂

中有某種與我們相近的、立刻在我們心中得到熱烈呼應的東西…』131為了表

示對葛利格的尊敬並且紀念兩人的友誼，柴科夫斯基還於 1888 年根據莎士

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劇作《哈姆雷特》（Hamlet）創作了一首管

弦樂幻想序曲獻給了他。 

 柴科夫斯基的名聲不僅響譽歐洲，他還於 1891 年獲邀到美國，並在卡

內基音樂廳（Carnegie Hall）、費城（Philadelphia）及巴爾的摩（Baltimore）

成功的指揮了幾場音樂會的演出，他所到之處均受到非常熱烈的歡迎與崇

敬。1892 年，他榮膺了法國學術委員會（Académie Française）之榮譽會員。
132

柴科夫斯基在當時可以說是享受到無比的尊崇與榮耀。 

                                                 
129梅克，包溫（B. Meck & C. Bowen）合編，吳心柳校訂，頁，298。 
130Arnold Alshvange 著，高士彥 譯《柴科夫斯基 下》，頁，139。 
131同上，頁 142。 
132Brown, p.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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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年初，柴科夫斯基就開始構思《第六號交響曲》。在這生命的最後

一年，他仍是以作曲家和指揮家的身分活躍於俄國和世界各地。在 5 月間，

他先獲邀到英國，在皇家愛樂協會（Royal Philharmonic Society）的音樂會

上指揮自己的《第四號交響曲》，隨後，並準備接受劍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

位。當時另有葛利格、聖桑、布魯赫（Max Bruch, 1838-1920）及玻益多（Arrigo 

Boito, 1842-1918）等四位傑出的音樂家也一起獲得頒贈。除了葛利格因病

缺席之外，他們全都親自到場，並在授證典禮前的音樂會上各自指揮自己

的作品演出。柴科夫斯基指揮的是 1877 年完成的交響幻想曲《里米尼的弗

蘭契斯卡》。133 

結束光榮的英國之行返回俄國之後，柴科夫斯基將重心放在《第六號

交響曲》的創作上，這部交響曲可說是他最偉大的傑作，也是他在這世上

留下的最後作品。在 8 月底時，全曲完成，並於 10 月 28 日由柴科夫斯基

親自指揮在聖彼得堡的首演。首演之後，他採納弟弟莫德斯特的建議，為

這首交響曲定下了「悲愴」（Pathétique）的標題。而令周遭的人感到措手不

及的是，首演後的第九天（11 月 6 日），柴科夫斯基突然就去世了。 

有關柴科夫斯基的死因，一直是個存在的疑團，根據其弟弟莫德斯特

的說法，柴科夫斯基在去世前幾天因為失眠及胃部不適而無法進食，後來

又不聽勸告喝了一杯生水。當身體情況繼續惡化之後，莫德斯特趕緊聘請

了聖彼得堡最有名的醫生雷夫․貝爾添頌（Lev Bertenson）和瓦希力․貝爾

添頌（Vasily Bertenson）兩兄弟來醫治他，經診斷為感染霍亂，雖然病情一

度受到控制，但最後仍是救治無效。柴科夫斯基的死訊震驚了周遭的朋友

及音樂界人士，喪禮於 11 月 10 日舉行，並在 11 月 18 日辦了追思音樂會，

由那普拉夫尼克（Eduard Nápravník）指揮他的《第六號交響曲》演出。這

首交響曲，特別是最後一個樂章，就如柴科夫斯基自己所寫下的說明：『死

亡—毀滅的結局』134似乎預先暗示了他即將結束的生命。 

                                                 
133Garden, p. 130. 
134Arnold Alshvange 著，高士彥 譯《柴科夫斯基 下》，頁，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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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科夫斯基突然去世，其死因曾引起許多的揣測，對於一個因霍亂這

種危險傳染病而死的人，其過世時的住所之清潔消毒工作並未如一般的謹

慎實施，以及在他死後，許多親友不畏懼的到其公寓表達哀悼之意，這些

現象都引人懷疑他是否確因感染霍亂而亡。李姆斯基․柯薩可夫也對當時

並未限制參加彌撒的人員，而感到奇怪，他還記得一位聖彼得堡音樂院的

大提琴教授甚至還親吻遺體的額頭和臉頰。
1351980 年，一位蘇聯的音樂學

者亞歷桑德拉․奧羅娃（Alexandra Orlova）就提出柴科夫斯基是死於自殺

的說法。
136她根據在列寧格勒的蘇聯博物館（Russian Museum in Leningrad）

工作的弗易托夫（Alezander Voitov）於 1966 年向她所做的陳述，認為柴科

夫斯基是喝毒藥自殺而死。弗易托夫也是聖彼得堡法律學校的學生，他收

集了許多有關學校內部不為人知的訊息，據他所言，當時有位公爵史坦波

克（Stenbok-Fermor）因為自己的外甥與柴科夫斯基似乎發生同性戀的情

事，乃寫信要向沙皇報告，信件透過高級法官雅克比（Nikolay Jacobi）傳

遞。雅克比是柴科夫斯基在法律學校的同學，他怕這個醜聞影響到學校的

榮譽，就召集了六名法律學校的同學，成立一個榮譽法庭來審訊，並於 10

月 31 日傳喚柴科夫斯基到庭，最後，他們要求柴科夫斯基喝毒藥自殺來保

全名譽。
137 

儘管柴科夫斯基的真正死因可能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謎，但是，他

的一生幾乎全是為了音樂而存在。柴科夫斯基的成就，不僅將俄國的音樂

水準提升到與西歐各國同等的地位，而他以傳統的和聲、曲式結構為基礎，

精巧的採用民謠素材，然後融入個人獨特的風格及豐沛的情感，更將發展

數百年來的音樂藝術推展到另一個高峰。音樂無國界，十九世紀後半的音

樂歷史，因為有了柴科夫斯基而能夠更為燦爛輝煌。 

                        

 
                                                 

135Garden, p. 132. 
136Roland John Wiley : ‘Tchaikovsky Pyotr Il’yich’, Grove Music Online ed. L. Macy 

 (Accessed 5 October 2001), <http://www.grovemusic.com> 
137Brown, p. 62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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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概說 

 柴科夫斯基於 1888 年創作了《第五號交響曲》，這時距離他完成前一

首交響曲，也就是為梅克夫人所寫的《第四號交響曲》，大約有 10 年的時

間。若從他寫作六首交響曲的歷史來觀察，這是最長的一段間格。在這段

時間裡，因為與安東妮娜的一段錯誤婚姻，不但使雙方都受到極大的傷害，

柴科夫斯基更因為無法坦然面對此一事件而經常旅居各地，藉以逃避來自

現實社會的異樣眼光。所幸，梅克夫人在經濟上給予他有力的支援，而其

真摯的友誼，更幫助他逐漸從痛苦中平復過來。 

大約在 1885 年左右，柴科夫斯基決定要在莫斯科附近定居下來，他在

邁丹諾瓦租了一棟屋子，過著簡單的生活，同時將重心放在音樂的創作上，

不斷的寫出許多優秀的作品。《第五號交響曲》就是在他安定下來之後的第

三年所創作完成的。在這首交響曲中，柴科夫斯基以一個「命運主題」貫

穿四個樂章，類似手法也曾出現在他 1877 所作的《第四號交響曲》以及 1885

年的《曼弗列德交響曲》中。對於原本就屬感情豐富，個性敏感的柴科夫

斯基而言，其人生所經歷的許多挫折，以及現實環境加諸在他身上的壓力，

讓他對命運的力量產生一種敬畏而不可違抗的宿命觀，這個宿命觀念也就

成了影響他創作《第五號交響曲》時一個重要的因素和音樂表現的方向。  
 

十九世紀的俄羅斯帝國，由於戰爭不斷，一般百姓的生活極為窮困。

社會上實施已久的農奴制度長期限制著農民的自由。雖然在 1861 年，農奴

獲得了解放，但是，由於好的制度尚未建立起來，解放之後的農民更為可

憐，他們從地主那兒分得的土地大都是不毛之地，收入幾乎沒有，生活更

為貧苦。柴科夫斯基就曾表示『農家的孩子命中注定在物質上和精神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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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永恆的黑暗和窒息中。』138在 1880 年代，因為發生民意黨人刺殺沙

皇亞歷山大二世的事件，使得社會的對立狀況更為嚴重，人民更感到生活

在恐懼不安當中。這個來自現實社會的影響，可能就成為柴科夫斯基在表

現其《第五號交響曲》時的一個基本思想：人們在面對命運時，無法掙脫

只能順服。 

除了來自不安的社會所產生的衝擊之外，還有一些事件影響著柴科夫

斯基的心理狀況，同時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到《第五號交響曲》的構思與

創作。1887 年夏天，他學生時代的好朋友康得拉季耶夫（Nikolay Kondratyev）

因為多年纏身的病症惡化，在阿恆（Aachen）接受治療，柴科夫斯基得知

訊息後前往陪伴康得拉季耶夫度過生命的最後一段時日，他親眼見到好友

受重病折磨，然後在痛苦中走向人生的終點。139這一個過程讓他更直接的

感受到死神對人所造成的精神威脅，而這種感覺可能就是直接促使他以一

個陰鬱灰暗的命運主題來開啟這首交響曲的重要靈感來源。 

同樣發生在 1887 年，柴科夫斯基的外甥女塔德雅娜（Tatyana），在一

個舞會上突然死亡。140柴科夫斯基一直都將妹妹莎夏和她的家人視為自己最

為親近的人，當他還在莫斯科音樂院教書時，幾乎每年的夏天一定要到卡

明卡去拜訪他們，並且住在那兒享受家庭的溫暖時光。而外甥女的突然離

世，對他一定也造成了相當程度的影響。 

柴科夫斯基與妻子安東妮娜的實質婚姻關係雖然很快的就結束，但是

他們之間的糾結卻沒有在短時間內獲得解決。根據柴科夫斯基在莫斯科音

樂院的同事兼好友卡什金（Nikolay Kashkin）的回憶，雖然後來兩人正式離

婚了，但是安東妮娜還是會寫信給柴科夫斯基，向他提出一些訴求，這個

情形不斷的困擾著他。柴科夫斯基於 1885 年在莫斯科近郊定居下來之後，

卡什金就曾在拜訪他的期間，看到他接到安東妮娜的信時那種無奈的反

應。141 

                                                 
138毛宇寬，頁 20。 
139Alan Rich 著，林光餘 譯，頁 59。 
140毛宇寬，頁 273。 
141同上，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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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科夫斯基的生活當然有其快樂充滿希望的一面，從他在 1887 年重新

拿起指揮棒，開始其作曲家兼指揮家的生涯就可以瞭解，當時的他還是勇

於接受挑戰，對人生仍舊是充滿希望與鬥志。在與梅克夫人的通信中，柴

科夫斯基就提到自己克服了緊張與害羞的狀況，樂在指揮之中。
1421887 年

底，他首次以指揮家的身份受邀到西歐各國去指揮演出，並且獲得極大的

成功。同時，他還與布拉姆斯、葛利格等當代著名音樂家會面，開展了更

為寬廣的人際關係。在這個旅程中也發生了一個溫馨的插曲，當他在德國

時，他與初戀情人阿爾扥重逢，雖然各自有各自生活的世界，但對柴科夫

斯基而言，這個重逢是令他感到溫馨愉快的。
143 

在結束這一個指揮演奏的旅程回到俄羅斯之後不久，柴科夫斯基就準

備要開始《第五號交響曲》的創作了。1888 年 5 月，他寫信給弟弟時就提

到『我正在一點一滴蒐集可以寫作一闕交響曲的材料。』
144同年 6 月，在給

梅克夫人的信中也提到『我記不起我曾否告訴過你說，我決定要寫一部交

響樂。開始寫的時候，好像很不容易似的，但現在似乎靈感已經來了…讓

我們看吧。』
145到了 7 月時已完成大部份，而整首交響曲則在 1888 年 8 月

份大功告成。 

 

 古典時期的交響樂作品，通常是樂章分明的結構，彼此之間的連繫性

較少。貝多芬在他的《命運交響曲》中，將一個三短一長的節奏動機巧妙

的安排在全曲四個樂章之中，並且在末樂章裡再現了前一樂章的主要樂

段；在最後一首交響曲《合唱》的終樂章裡，回顧了前三樂章的主要主題。

這種處理主題的手法，使樂章之間產生了相互的關連，對於後來的音樂家

                                                 
142梅克，包溫（B. Meck & C. Bowen）合編，吳心柳校訂，頁，298。 
143Brown, p. 623. 
144井上和男 著，林勝儀 譯，〈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柴可夫斯基--名曲解說珍藏 

版 8》（台北：美樂出版社，2000），頁 39。 
145梅克，包溫（B. Meck & C. Bowen）合編，吳心柳校訂，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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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可說是一個新的啟示。法國音樂家白遼士在其《幻想交響曲》

（Symphonie fantastique）中，更為精妙的將一個主要主題以不同的形貌出

現在五個樂章之中，也就是所謂「固定樂念」（Idée fixe）的技巧。李斯特

的單樂章交響詩更為重視主題的連繫性，而他也在《浮士德交響曲》（A Faust 

Symphony）的最後樂章〈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中，將首樂章的主

題予以變形運用。華格納在其歌劇中也習慣使用「主導動機」（Leitmotif）

來表現特定的人物。上述的這些作曲技巧，影響了後來的音樂家對主題運

用的新思維。 

柴科夫斯基在 1868 年時曾經創作了一首以《命運》（Fatum）為標題的

交響詩，這是他首次嘗試使用音樂來表現命運這個抽象的概念。當時他的

創作技巧還沒有進入成熟的階段，生活上也屬單純，尚未經歷人生路途中

所遇到的風風雨雨。就風格而言，這首交響詩基本上是接近浪漫樂派的，

而對於命運動機的運用也缺乏細膩的鋪陳，僅將之當成第一主題，於樂曲

的開始以及再現部時出現。在創作這首交響詩的時期，柴科夫斯基與俄國

「強力集團」的關係極為密切，當時集團的領導者巴拉基雷夫就舉李斯特

的《前奏曲》（Les Préludes）和葛令卡的《馬德里之夜》（Night in Madrid）

兩首樂曲為例指出，在主題的運用上，柴科夫斯基的交響詩《命運》缺乏

如這兩個作品中所具有的內在有機聯繫。146這首交響詩後來題獻給巴拉基

雷夫，並由他指揮演出。因為觀眾反應不佳，巴拉基雷夫對它的評價也不

高，柴科夫斯基乃將總譜毀掉，直到他過世後，才被重新整理出版。 

1877 年，當柴科夫斯基創作《第四號交響曲》時，他就融入了前輩大

師們以樂章的連繫性來處理主題的手法，設計了一個「命運動機」當作〈第

一樂章〉開始的導奏（見譜例四之 1），並將之當成是整個作品的源頭。這

個動機又陸續出現在呈示部、開展部和尾奏，以及〈第四樂章〉的尾奏之

前，成為連繫首尾兩個樂章的重要主題，也因此讓全曲產生了前後呼應的

統一性。在這個作品裡，他開始使用所謂「連章形式」的技巧。 

 
                                                 

146Arnold Alshvange 著，高士彥 譯《柴科夫斯基 上》，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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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之 1：柴科夫斯基《第四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1-6 小節 

 

在《第四號交響曲》之後，柴科夫斯基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沒有創作

大型的交響樂作品，直到 1885 年才接受巴拉基雷夫的建議，以英國詩人拜

倫（George Byron）的詩劇為題材，創作了《曼弗列德交響曲》。這首交響

曲是屬於標題性的音樂作品，柴科夫斯基可以根據情節發展及人物性格來

進行創作。而他對於樂章主題的連繫性，在此也有了更為純熟的運用。樂

曲開始的主題就是代表故事的主要角色曼弗列德（參見譜例四之 2），這個

曼弗列德的主題將會貫穿整個作品，以不同的面貌出現在全曲四個樂章之

中。與《第四號交響曲》相較之下，他對「連章形式」的使用又更為得心

應手了。 
 

譜例四之 2：柴科夫斯基《曼弗列德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1-8 小節 

 

累積了上述幾首作品的經驗，柴科夫斯基已能自如的處理樂章之間的

主題之連繫性，而在其《第五號交響曲》中，就可以見到這一系列的創作

技巧到達了最成熟的境地。與《第四號交響曲》相似，他設計了一個所謂

命運的主題（請參考本章第三節譜例四之 3）來開始整首樂曲。創作這個主

題的靈感來自葛令卡的歌劇《為沙皇效命》中第一幕的一首三重唱，歌詞

為「不要悲傷」（Turn not into sorrow）。柴科夫斯基在筆記本中也特別為這

個主題寫下『在命運之前完全順服』的註記。147 

                                                 
147Brown, p. 623 

181



《第五號交響曲》的「命運主題」與《第四號交響曲》的「命運動機」，

雖然同樣都是與命運有關，但是，若比較前後這兩個主題動機的性格，《第

四號交響曲》的「命運動機」是強烈帶有恫嚇的力量，可以說是表現命運

本身獨斷的權威。而《第五號交響曲》開始的「命運主題」則是陰鬱沈重

的風格，代表著在命運的控制之下，只能屈服順從的無奈與痛苦。兩個主

題性格上的差異剛好可以反映出柴科夫斯基對人生看法的轉變。在經歷過

世俗的種種磨難之後，深刻的體驗到人生苦痛的一面，而這一切都只能默

默的承受，這樣的心情直接從《第五號交響曲》開始的命運主題流露出來。 

若從作曲的手法來看，《第四號交響曲》的「命運動機」僅出現在首尾

兩個樂章，而且總是以強烈恫嚇式的形象由銅管樂器主導。而在《第五號

交響曲》中，「命運主題」則以各種不同的面貌分別出現在四個樂章之中。

首先在〈第一樂章〉以 e 小調的導奏開始，「命運主題」由兩支單簧管在其

音色深沈的低音區齊奏，表現的是一種陰鬱沈重的氣氛。到了〈第二樂章〉，

「命運主題」出現兩次，分別起始於第 99 小節及第 158 小節，這兩次的主

題形象轉變為激烈的怒吼，由銅管樂器強力的吹奏來主導音樂的進行。〈第

三樂章〉是一個優美如夢幻般的圓舞曲，在樂章結束之前，「命運主題」再

次出現於單簧管的低音區，這次加上兩支低音管的齊奏，音色更為灰暗沈

重。這個主題與圓舞曲的本身形成一個強烈的對比，就如同可怕的命運躲

在暗處，隨時窺視著享受暫時安逸的無知人們。〈第四樂章〉的導奏轉為 E

大調，「命運主題」以英雄式的面貌出現，呈現出莊嚴的風格。除了導奏之

外，此主題還分別出現在呈示部、再現部及尾奏，其中，呈示部和再現部

的命運主題與〈第二樂章〉相似，都是以銅管樂器表現出震撼的力量，最

後在尾奏出現時則回到〈第四樂章〉開始時的英雄式風格。柴科夫斯基在

此對於這種連繫性的主題或是所謂「連章形式」的掌握，已經到達最為純

熟的境地，而這首《第五號交響曲》也就成了他的交響曲中使用這種手法

最為成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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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科夫斯基在剛到莫斯科音樂院任職的初期，曾在慈善音樂會中擔任

指揮，但是，當時的他並不是一個稱職的指揮家，後來自己也沒有信心站

上指揮台，而其作品也大都仰賴尼可拉․魯賓斯坦來指揮演出，可是當尼

可拉於 1881 年去世之後，柴科夫斯基就再也找不到信任的指揮家來詮釋他

的音樂了。1887 年，為了演出自己的歌劇，柴科夫斯基只好重執指揮棒，

自此之後，他的指揮能力逐漸進入佳境，沒多久就成功的以指揮家的身份

活躍在俄國音樂界，後來更受邀到西歐及美國各地指揮演出。 

身為一個指揮家，因為需要將自己對音樂內容的瞭解表達出來，藉此

與樂團進行溝通，也因此促使柴科夫斯基在創作時，更深入的去思考其作

品的表情記號、強弱力度的對比、速度的掌握等等音樂詮釋的問題，這些

跡象可以從他最後兩首交響曲看出來。首先是在樂曲中，他加註了更多音

樂演奏的術語，例如：「充滿感情的」（espressivo）、「如歌唱似的」（cantabile）、

「生氣蓬勃的」（animato）等等演奏的指示。這些術語在最後兩首交響曲中

出現的頻率要比前幾首交響曲來得多，而且更常有同時使用多個術語的現

象，這種狀況就如同有些指揮家在某種情況時，會以多種形容詞來解釋音

樂，以便讓樂團的團員能夠深入瞭解樂曲，從而可以更貼切的表現音樂的

內涵。在表四之 1 中整理出柴科夫斯基六首交響曲的第一樂章第二主題出

現時所附的表情術語。這六首交響曲的第一樂章全都是奏鳴曲式，而其第

二主題也大都具有優美抒情的風格（第二號除外），與各自的第一主題之間

產生對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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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之 1：柴科夫斯基交響曲第一樂章第二主題表情記號之比較 

 

交響曲

編號 

第一號 第二號 第三號 第四號 第五號 第六號 

第二主

題出現

位置 

第 137 小

節 
第 160
小節 

第 143 小

節 
第 115 小

節 
第 170 小

節 
第 89 小節 

表情術

語 

 

espressivo marcato molto 
espressivo

 molto 
cantabile 
ed 
espressivo 

teneramente, 
molto 
cantabile, 
con 
espansione 

速度 Allegro  Allegro 
vivo 

Poco 
meno 
mosso 

Moderato 
assai, 
quasi 
Andante 

Molto piu 
tranquillo 

Andante 

主奏樂

器 

單簧管 單簧管 雙簧管 單簧管 兩部小提

琴八度 

第一小提琴

與大提琴八

度（加弱音

器） 

 

 從表四之 1 中呈現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二主題的部份，

除了標有「極富歌唱性且充滿感情的」（molto cantabile ed espressivo）表情

術語之外，在速度上的指示「轉為非常平靜的」（Molto piu tranquillo），亦

包含表情的意義在內。《第六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二主題的演奏指示

則為「柔順的，極富歌唱性，並帶有延伸性的」（teneramente, molto cantabile, 

con espansione）。由此明顯的看出，在這些交響曲的相同結構位置上，第五

號與第六號所出現的表情術語要比前四首來得多，而且具有更貼切的情感

表現之描述。另外，由上表還可以觀察到在主奏樂器的運用上，前四首交

響曲為木管，特別是單簧管就有三首，而後兩首則以弦樂為主，這也透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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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作曲家在配器方面對於單簧管的喜愛，以及使用弦樂器來表現豐富情感

的思考模式。 

 除了表情術語之外，在最後兩首交響曲中，柴科夫斯基對於速度的運

用也比前幾首交響曲更具戲劇性的變化，而最特別的就是《第五號交響曲》

的〈第二樂章〉。整個樂章共有 184 小節，其速度就經過了 52 次的變化，

以平均而言，不到 4 個小節就有一次速度改變，這種變化的頻率實在是相

當的高（請見表四之 2）。雖然速度改變如此頻繁，但是，實際上整個樂章

的進行卻是順暢無礙、極為自然的。作曲家以行板（Andante）的速度當做

基礎，隨著音樂的起伏作微幅的調整，在激動加快之後總會漸慢回到開始

的行板，藉此統一整個樂章。最大的速度轉變在中段的部份（第 66 小節）

以及兩次命運主題出現的時候（第 99 及 158 小節），這幾個樂段配合主題

的轉變，速度明顯變快，與開始的行板產生了極佳的戲劇性對比效果。 

有關強弱力度的使用，前四首交響曲的最大幅度從四個弱（pppp）到

三個強（fff）之間。《第五號交響曲》的〈第二樂章〉和〈第四樂章〉，在強

度方面擴張到四個強（ffff），而《第六號交響曲》則在〈第一樂章〉準備進

入開展部之前的低音管銜接樂句，被標以六個弱（pppppp）的記號，將力

度要求到最弱的極致。最後兩首交響曲中對於力度範圍的擴張，也表現了

作曲家兼指揮家的柴科夫斯基以更具戲劇張力以及豐富細膩的手法來處理

音樂的思維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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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之 2：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二樂章〉之速度變化一覽表 

 

速度 小節數         速度      小節數      
Andante 
animando 
riten. 
sostenuto 
animando 
sostenuto 
con moto 
animato 
sostenuto 
Tempo I 
animando 
riten. 
Sostenuto 
Poco piu animato 
riten. 
Tempo I 
animando 
riten. 
animando 
Poco piu mosso 
Tempo I 
Animando 
riten. 
Piu animato 
riten. 
Poco meno 
Moderato con anima 

1 
13 
15 
16 
19 
20 
24 
25 
28 
33 
35 
36 
37 
39 
43 
44 
46 
48 
50 
52 
56 
57 
58 
59 
60 
61 
66 

Stringendo 
Tempo precedente 
Tempo I 
animando 
riten. 
sostenuto 
animando 
sostenuto 
animando 
riten. 
Piu mosso 
Un poco piu animato 
ritenuto 
Andante mosso 
animando 
riten. 
animando un poco 
Molto piu andante 
animando 
riten. 
Piu animato 
riten. 
Allegro non troppo 
ritenuto 
Tempo I 
ritenuto molto 

96 
99 
108 
116 
118 
119 
122 
123 
126 
127 
128 
134 
140 
142 
144 
145 
147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66 
170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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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號交響曲》是由作曲家親自指揮，在 1888 年 11 月 17 日於聖彼

得堡舉行首演，一個星期之後再演一次。然後，柴科夫斯基又藉著到布拉

格（Prague）指揮歌劇《尤金․奧涅金》時，順道指揮這首交響曲演出。這

三次的演出，觀眾的反應很好，但是卻得不到樂評的好感。對於交響曲中

使用圓舞曲的樂章以及配器的音響效果批評最多，評語例如『一首尋求內

容一致與同質、卻徒勞無功的交響曲…，圓舞曲樂章不過是聊備一格，了

無新意，』148居伊更是惡意評擊柴科夫斯基的創作技巧以及這個作品『不

是把音響當作手段，而是當作目的。音樂只不過是拖詞罷了，他對音響的

興趣大大超過音樂，即便音響的課題他也只成功了一半…聽見的卻是震耳

欲聾的銅管壓倒其他樂器的沈重配器。』149但是，當時也有非常欣賞這個作

品的人，作曲家兼評論家塔涅耶夫（Alexander Taneyev）就對這首交響曲充

滿著信心，並認為這是柴科夫斯基最優秀的創作。 

因為樂評不佳，柴科夫斯基不只心理受到傷害，連帶的對這首交響曲

也失去了信心。他在 1888 年 12 月寫給梅克夫人的信中就向她表示《第五

號交響曲》是一個失敗的作品：『我的交響樂在彼得堡演奏了兩次，在布拉

格演奏了一次，我所得到的結論是：這部作品失敗了。在這裡面有一些使

人厭惡的東西，若干過度誇張了的色彩，若干虛偽或勉強…。我很清楚，

掌聲和歡呼不是對這部作品而發的，實際上是對我別的作品而發的，』
150因

為自尊心受到打擊，他甚至想要毀掉這首交響曲。 

後來，柴科夫斯基於 1889 年初受邀到西歐各國指揮時，他又在德國漢

堡（Hamburg）指揮這首《第五號交響曲》演出，當時布拉姆斯為了欣賞這

首樂曲特別調整了自己的行程。在聽完彩排之後，布拉姆斯對此作品給予

不錯的評價，而在漢堡的演出也獲得巨大的成功，這才逐漸讓柴科夫斯基

                                                 
148Alan Rich 著，林光餘 譯，頁 80。 
149毛宇寬，頁 283。 
150梅克，包溫（B. Meck & C. Bowen）合編，吳心柳校訂，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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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恢復了信心，他寫信給弟弟莫德斯特時也表示『我再不覺得這部交

響曲是可惡的了，我重又愛上它了』151 

日後，俄國著名的音樂評論家卡什金對柴科夫斯基的《第五號交響曲》

也給予高度讚賞，他認為此曲『就其藝術之嚴謹，形式之明晰和無可挑剔

而言，在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中若不是名列首位，也是名列前茅。』
152這部偉

大的作品後來在指揮家倪基希（Arthur Nikisch, 1855-1922）的推展之下，也

逐漸享有它應得的名聲與卓越的地位。 

 

 

第三節 

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樂曲分析 

 經由海頓（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莫札特及貝多芬等音樂家

們的努力，終於將交響曲的四個樂章形制確立了下來。其中第一個樂章通

常是快板奏鳴曲式，有時會附加一個慢板導奏做為樂曲的開始。第二個樂

章大都是慢板，並常為三段體的形式。第三樂章為小步舞曲（Minuet），而

貝多芬則自其《第二號交響曲》開始使用更為活潑的詼諧曲（Scherzo），這

兩種曲式也大都屬三段體的形式。第四個樂章是快板，常見的結構則為奏

鳴曲式或迴旋曲式，或是結合兩者而成為迴旋奏鳴曲式。 

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就是以這種傳統的四個樂章制的交響曲

為其基本架構。比較特別的是，在〈第三樂章〉使用圓舞曲（Valse），而非

傳統的小步舞曲或是詼諧曲。柴科夫斯基在早期的交響曲中（第一和第三

號），也曾在樂章的中段部份加入圓舞曲的樂段，這除了本身對它的喜愛之

外，也很有可能是來自白遼士《幻想交響曲》（Symphonie fantastique）中圓

舞曲樂章的影響。 

                                                 
151毛宇寬，頁 284。 
152同上，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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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樂器編制方面，木管部份以兩管為基礎，另增加了一支長笛（兼短

笛），銅管部份包含法國號 4 支、小號 2 支、長號 3 支與低音號 1 支，打擊

部份僅使用定音鼓，而弦樂五部則為重要的主體。比較特殊的是在第三樂

章中，並未使用長號與低音號，而短笛在各樂章都僅短暫的出現。下表是

各樂章之樂器編制狀況一覽表。 
 

表四之 3：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各樂章樂器編制一覽表 
 

      樂章 
樂器 

第一樂章 
 

第二樂章 第三樂章 第四樂章 

短  笛 1 1 1 1 
長  笛  3*  3*  3*  3* 
雙簧管 2 2 2 2 
單簧管 2 2 2 2 

 
木

管 

低音管 2 2 2 2 
法國號 4 4 4 4 
小  號 2 2 2 2 
長  號 3 3 0 3 

 
銅

管 
低音號 1 1 0 1 

定 音 鼓 G,D,E F#,G#,D F#,C# G,C,E 
弦    樂 5 部 5 部 5 部 5 部 

*第三部長笛兼任短笛。 
 

在本節中，將就曲式、配器及重要的和聲與調性，對《第五號交響曲》

每一個樂章進行分析，以了解各個樂章的樂曲和樂句結構、配器技巧，並

探討作曲家運用和聲及調性的手法。 
 

 

 〈第一樂章〉，行板（Andante）－生氣蓬勃的快板（Allegro con anima），

e 小調，奏鳴曲式，其主要結構包含：序奏（1-37 小節）－呈示部（3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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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節）－發展部（226-320 小節）－再現部（321-486 小節）－尾奏（487-542

小節）。整體看來，這是極為傳統的架構，但是，在這個主要結構之下，作

曲家也做了一些變化。首先是命運主題的設計，這個主題在〈第一樂章〉

的導奏出現之後，經過巧妙的佈局成為貫穿整首交響曲的重要樂念，如前

一章所論及，這是柴科夫斯基使用循環主題的最佳代表作品。另外，在呈

示部與再現部中，除了兩個主要的主題之外，還有一個過度性的主題，因

為這個過度性主題佔有相當的份量，在發展部中也被使用，所以形成了包

含有三個主題的奏鳴曲式結構。 

 以下首先整理出〈第一樂章〉的小節句分析表，在表中清楚的呈現整

個樂章的曲式內容、樂句結構以及對應的調性和速度，後續的分析也將依

此表中的樂句來進行。 

 
表四之 4：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小節句分析表 

 
樂章結構：奏鳴曲式 
曲式內容 小節數 樂句結構 調性 速度 
序奏 
命運主題  
 
 
 

1-37 
1-10 
11-20 
21-32 
33-37 

 
2*5 
2*5 
2*6 
2*2+1 

 
e 
e 
e 
e 

 
And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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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部 
前導 
第一主題 
 
 
第一推移部 I 
 
第一推移部 II 
  
 
第一推移部 III 
 
過渡性主題 
  
 
 
 
第二推移部 
第二主題 
 
 
 
小尾聲 
 
 
 

38-225 
38-41 
42-49 
50-57 
58-65 
66-73 
74-83 
84-89 
90-95 
96-99 
100-107 
108-115 
116-123 
124-127 
128-131 
132-139 
140-151 
152-169 
170-173 
174-181 
182-185 
186-193 
194-197 
198-205 
206-213 
214-225 

 
4 
4*2 
4*2 
4*2 
4*2 
4*2+2 
2*3 
2*3 
2*2 
4*2 
4*2 
4*2 
2*2 
4 
4*2 
4*3 
2+4*4 
2*2 
2*4 
2*2 
2*4 
2*2 
4*2 
4*2 
4*3 

 
e 
e 
e 
e 
G 
G 
b 
e 
e 
e 
e 
b 
b 
D 
b 
b 
D 
D 
D 
D 
D 
D 
D 
D 
D, d 

 
Allegro con anima 
 
 
 
 
 
 
 
 
 
 
 
 
Poco meno animato, string 
Tempo I 
 
Un pochettino piu animato 
Molto piu tranquillo 
 
 
strigendo 
Tempo I 
 
 
 

發展部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 
 
 
發展第一推移部 II 動機 
 
發展過度性主題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 
發展第二推移部動機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 
過門 

226-320 
226-234 
235-243 
244-254 
255-260 
261-268 
269-276 
277-284 
285-296 
297-308 
309-320 

 
2+2+3+2 
2+2+3+2 
2*4+3 
2*3 
2*3+2 
4*2 
4*2 
4*3 
4*3 
4*3 

 
c, f 
f, ab 

ab,b, D
D 
(b7, eb)
eb  

b, e, d 
d 
d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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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部 
第一主題 
 
 
第一推移部 
 
 
過度性主題 
 
 
 
 
第二推移部 
第二主題 
 
 
 
小尾聲 
 
 
 

321-486 
321-328 
329-336 
337-344 
345-356 
357-364 
365-372 
373-380 
381-384 
385-388 
389-396 
397-408 
409-426 
427-430 
431-438 
439-442 
443-450 
451-454 
455-462 
463-470 
471-486 

 
4*2 
4*2 
4*2 
4*3 
4*2 
4*2 
4*2 
2*2 
4 
4*2 
4*3 
2+4*4 
2*2 
2*4 
2*2 
2*4 
4 
4*2 
4*2 
4*4 

 
e 
e 
e 
G 
e  
f# 
c# 
c# 
E 
c# 
c# 
E 
E 
E 
E 
E 
E 
E 
E 
E,e 

 
 
 
 
 
 
 
 
 
Poco meno animato, string.
Tempo I 
 
Un pochettino piu mosso 
Molto piu tranquillo 
 
 
stringendo 
Tempo I 
 

尾奏 
 
 
 
 
 

487-542 
487-494 
495-502 
503-506 
507-514 
515-522 
523-534 
535-542 

 
4*2 
4*2 
2*2 
4*2 
4*2 
4*3 
4*2 

 
e 
e 
e 
e 
e 
e 
e 

 

 

 命運主題第一句（1-10 小節）：e 小調，4/4 拍子，行板。如前所論及，

柴科夫斯基設計了一個命運主題當作連貫全曲的主要素材，並以這個主題

開啟了整首交響曲。此主題具有工整的樂句結構，以每 2 小節為單位，其

中第 1-4 小節為樂句之前半，旋律建立在 e 小調的主和弦上，和聲進行則以

主和弦及下屬和弦為主，具有柔性的色彩；5-8 小節為樂句後半，以下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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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階級進為主，最後 2 小節是結尾。樂曲開始時，在低音弦樂的和聲伴奏

下，由兩支單簧管齊奏主題。單簧管的低音區是其最有特色的簫魔管音區

（Chalumeau），音色深沈、豐富帶有磁性，可以與低音弦樂的共鳴產生極

佳的融合，非常適切的表現出 e 小調的灰暗色彩，也成功的傳達了作曲家

的內在情感－面對命運時那種無奈、黯淡的心情。到了後半樂句時，原本

斷續式的和聲轉為飽滿連貫，第二小提琴也加入，在音色濃郁的 G 弦上演

奏與主題三度平行的下行音階，更豐富了整體的音響（見譜例四之 3）。 
 

譜例四之 3：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1-10 小節 

 
 

 命運主題第二句（11-20 小節）：此處的結構和配器均與前一樂句相同。

前半部份的旋律轉為以下屬音為主，後半則仍為下行的音階級進，力度比

前一樂句增強。 

 命運主題第三句（21-32 小節）：原本 4 個小節的前半樂句，此處多出

了 2 小節，而後半與結尾的結構則和前兩句相同。這個樂句是整個序奏中

和聲變化最豐富的部份，因為使用連續的七和弦營造較強的音樂張力。在

配器上，兩支低音管於第 21 小節出現，暫時取代大提琴的和聲地位，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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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小節時（大提琴回復）則轉而加入低音大提琴的聲部，與之形成八度

齊奏（見譜例四之 4）。 

 
譜例四之 4：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21-26 小節 

 

 

命運主題第四句（33-37 小節）：這是序奏部份的尾聲，同樣以規律的 2

小節為單位，延續著前一樂句的和聲與音響，最後結束在主調（e 小調）的

屬和弦上，為接下來的呈示部作準備。 
 

 前導（38-41 小節）：e 小調，6/8 拍子，生氣蓬勃的快板。由弦樂群以

規律、輕巧的八分音符在 e 小調的主和弦及下屬和弦間來回進行，力度極

弱，如同踮著腳尖輕輕點著整齊的腳步前進一般，為第一主題的出現營造

一個穩定而神秘的氛圍（見譜例四之 5）。 

 

 

194



譜例四之 5：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38-45 小節 

 

 

第一主題 a 樂句（42-49 小節）：弦樂群持續著前導樂句的伴奏型態，

第一部單簧管和第一部低音管以 pp 的力度在八度齊奏第一主題的第一句

（見譜例四之 5）。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後 4 小節完全反覆前

4 小節的旋律。此時單簧管的音域雖比序奏時稍稍提高，但是低音管在其下

方八度齊奏，兩者融合的音色仍具有強烈的灰暗色彩，柴科夫斯基藉此將

序奏的黯淡情緒延伸了過來。 

第一主題 b 樂句（50-57 小節）：第一部長笛與第二部單簧管以上行音

階為橋樑帶入此樂句。長笛的音色為這個樂句帶來一些明亮的感覺，第 54

小節起加入第二部長笛與第一部單簧管，增強了主題的能量。伴奏的部分

保持不變，直到此樂句的最後 1 小節才以 e 小調屬七和弦的長音做為這一

系列整齊穩定之伴奏模式的結束。低音管與單簧管則自第 57 小節起，開始

以流動的音階進行傳遞，並持續至下一樂句（見譜例四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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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之 6：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50-57 小節 

 

 

 
第一主題 a’樂句（58-65 小節）：這是第一主題的第三句，由兩部小提

琴及中提琴在三個八度上齊奏，此時的主題在小提琴明亮的音色主導下，

完全脫離了剛開始由單簧管加上低音管的晦暗色彩。這是一個由黯淡逐漸

明朗化的配器發展，層次非常分明，表現出柴科夫斯基細膩處理音色的能

力。而主題旋律以三個八度的弦樂齊奏，產生了豐富的音響，同時加入了

四部法國號、雙簧管及長笛來增強和聲的部份。單簧管與低音管則以快速

的上下行音階互相傳遞，增進了背景的流動性。 
 第一推移部 I 第一句（66-73 小節）：這個樂句是由兩次相似的 4 小節

句所構成，暫時脫離小調的色彩，調性轉到 G 大調。首先在弦樂以 G 大調

的屬和弦支撐下，三支長笛、第一雙簧管以及中提琴以音群迅速的傳遞，

製造緊湊的節奏性，長號、法國號與第二部單簧管則間歇性的回應。第 68
小節，定音鼓第一次出現，它以強奏帶動第一主題的片段動機。此時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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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動機仍以兩部小提琴與中提琴在三個八度上齊奏，大提琴與低音提琴和

雙簧管與低音管兩組樂器則以反向進行來增強整體的力量與音樂的織體，

而兩部單簧管吹奏音群加入了長笛的行列。第 72 小節時，主題動機提高三

度，並增加了第二部法國號的長音。 
第一推移部 I 第二句（74-83 小節）：這 10 個小節中，前 8 小節的結構

與配器均與前一樂句相同，而最後 2 小節則是第一主題動機的延伸，同時

做為銜接下一樂句的橋樑。藉著逐漸統合的節奏與力度的增強，不斷的累

積能量。 
第一推移部 II 第一句（84-89 小節）：隨著不斷累積的能量，樂團的總

奏（tutti）在此首次出現，調性轉到 b 小調。來自第一主題的附點節奏動機

簡潔有力，主導著此一樂句的進行。隨後，流動式的音群分別在第二小提

琴與兩部單簧管及第一小提琴與三部長笛間交替進行，而長號與法國號則

以強奏和弦支撐。第 88 小節時，長號與低音管強奏主導著第一主題動機，

弦樂與其餘管樂漸次加入擴增音響。 
第一推移部 II 第二句（90-95 小節）：除了調性由 b 小調轉回 e 小調之

外，此樂句與前一樂句的結構與配器相同。 
第一推移部 II 第三句（96-99 小節）：管樂與弦樂分群，節奏統一、彼

此呼應。同時，弦樂群在渾厚的低音區結合定音鼓和低音號產生厚重的音

響，亦與管樂器在明亮具有穿透力的高音區形成強烈的對比，而兩部低音

管則融合在這兩大群樂器之中。 
第一推移部 III 第一句（100-107 小節）：音樂在第一推移部 III 的這個

樂段進入了第一主題群的最高潮。首先，樂器分群的概念持續著，但此時

改以四部法國號齊奏的第一主題動機為主導，低音管、低音銅管及低音弦

樂輔以下行音階，而長笛、單簧管與高音弦樂在三個八度上齊奏主題動機，

隔一個小節與之應答。第 104 小節起，弦樂群（低音提琴除外）以顫音

（tremolo）強力的主導第一主題動機，兩部長號以反向進行與之分庭抗禮，

全體樂器總奏音響與力度逐漸的增強。 
第一推移部 III 第二句（108-115 小節）：在前一樂句的推進之下，全體

總奏的能量爆發，弦樂與高音木管樂器在兩個八度上重疊演奏第一主題（後

半樂句擴張為三個八度），所有銅管樂器加上低音提琴與低音管以厚實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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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支持。第 112 小節時，更在定音鼓的滾奏帶動之下，將逐漸上昇的主題

音型推至最高潮。 
過度性主題第一句（116-123 小節）：在前一樂段的高潮之後，此一過

度性主題由弦樂（除低音提琴外）以極為豐富的情感表現以及戲劇性的力

度變化來承接。樂句結構工整，前後句各為 4 小節。主要旋律在第一小提

琴，這是先上行再下行的迴轉形式，由 b 小調的屬音出發，往上級進後下

行跳進回到屬音，其餘弦樂聲部配以和聲。在樂句的末尾，長笛、單簧管

與低音管以屬音進行八度下行跳進的傳接做為橋樑（見譜例四之 7）。 
 
譜例四之 7：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116-123 小節 

 

過度性主題第二句（124-127 小節）：此處是以前一樂句的最後兩小節

為基本模式所做的延續性進行，樂句結構濃縮為兩個 2 小節句。 

過度性主題第三句（128-131 小節）：大提琴與第一小提琴以八度齊奏

主題；低音提琴以和弦的根音加入，配合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提供和聲

的支持。在樂句的最後由單簧管與低音管齊奏上行音階做為小小的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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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度性主題第四句（132-139 小節）：此樂句的主題與過度性主題第一

句完全相同，只是，在此處管、弦位置互換，由木管主奏，弦樂以撥弦來

伴奏，法國號與第三部長號則豐富和聲的部份。 

過度性主題第五句（140-151 小節）：此處主要是第一部法國號與弦樂

所主導的對話式樂句，其餘三部法國號與第一低音管以和聲支撐。樂句結

構以每 4 小節為單位分成前、中、後三個小句。在前句時，弦樂的部份由

中提琴開始，以撥弦逐次在小提琴與大提琴的聲部間傳遞。中句時，管樂

及弦樂逐漸下行，而弦樂除了低音提琴之外，改回以弓拉奏（見譜例四之

8）。後句時，第一小提琴以回聲的方式回應第一部法國號的主旋律。 
 
譜例四之 8：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140-147 小節 

 

第二推移部（152-169 小節）：此樂段最初的 2 小節是一個小小過門，

弦樂全體以強力撥奏之後，由低音弦開始的上行琶音，快速的傳遞至高音

弦。從第 154 小節起是連續四次的 4 小節句，配器手法完全相同，都是管、

弦分群，交替出現的問答句形式（見譜例四之 9）。管樂部份比較富有節奏

性，由第一單簧管在最高音聲部的五度跳進主導，雙簧管、第二單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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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音管與兩部法國號充實和聲，其中，法國號的節奏獨立於其餘管樂之外。

弦樂部份的素材則是取自過度性主題，但是節奏較為平順流暢，低音提琴

則保留在樂句末尾才以強力撥奏出現。調性也轉至 D 大調，為即將到來的

第二主題預作準備。 

 
譜例四之 9：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154-157 小節 

 

 第二主題第一句（170-173 小節）：第二主題具有豐富的感情以及歌唱

性，可以稱得上是典型的柴科夫斯基式的風格。D 大調的主題簡約優雅，

以短-短-長的句型構成，由兩部小提琴在八度上齊奏。旋律的輪廓如前面過

度性主題一樣屬於迴轉式的型態，節奏則採用 Hemiola 的形式，但在後半

樂句較為明顯（見譜例四之 10）。伴奏的安排，在弦樂部份，大提琴與中提

琴以流動的音型進行交替，低音提琴則以撥奏配合。木管部份（各樂器第

一部）以兩個八度齊奏對位的副旋律，與小提琴的主題產生若即若離的效

果，第一部法國號則在後半樂句增強了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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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之 10：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170-173 小節 

 

 第二主題第二句（174-181 小節）：此樂句的開始仿照前一樂句，從第

176 小節起逐漸變化，利用模進的手法將主題擴展出去。在配器方面：主題

仍由兩部小提琴主導，另增加中提琴在低八度齊奏增強厚度；全體木管漸

次加入，與法國號一起配合力度的起伏擴展了情感的表現幅度。 

第二主題第三句（182-185 小節）：此處基本上是反覆第二主題第一句

的素材，但增加了四部法國號（以八度演奏獨立的對位聲部），另外，木管

樂器全部加入，而低音提琴在第一個撥奏之後就改回以弓拉奏。 

第二主題第四句（186-193 小節）：這個樂句具有推移的性質，結構是

工整的四個 2 小節句。樂句開始時，銅管與定音鼓以 D 大調主和弦奏出的

短促強音具有宣示重要轉折的作用。第 188 小節起，速度漸快（stringendo），

低音提琴、第三長號與低音號的下行音型與其餘弦樂加上長笛的上行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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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擴張音響，特別是上行進入半音的推昇部份時，產生了強烈的張力，

兩部小號也自第 190 小節起加入。 

小尾聲第一句（194-197 小節）：弦樂和木管以頑固音型延伸了前一樂

句的張力，而第一主題的片段動機就在定音鼓強力的滾奏及低音聲部的支

撐下，先由四部法國號與兩部長號強力的吹奏，再傳給小號與雙簧管。 

小尾聲第二句（198-205 小節）：此樂句是結構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

其主要的素材是將第一主題的節奏動機與第二推移部的五度跳進動機結

合，先以富有節奏性的樂團總奏延續前面的高潮，再以弦樂及木管的上下

行音階繼續推動音樂的能量。從第 202 小節起的後半樂句，在結構、素材

與配器上都與前樂句相似。 

小尾聲第三句（206-213 小節）：繼續使用前一樂句的素材，但採用減

值的手法。從第 210 小節起只留下節奏性的動機，音域漸次往下進行，配

器也逐漸減輕。 

小尾聲第四句（214-225 小節）：此處延續前一樂句的進行，但只使用

第二推移部的素材。配器已單純化，由法國號承接節奏為主的音型，到第

222 小節才又加入單簧管與低音管，而與之對應的則只剩上行的音階在中提

琴與小提琴之間傳遞。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第一句（226-234 小節）：發展部首先處理的是第一

主題的動機。主題按著中提琴、第二小提琴、第一小提琴、大提琴的順序

來前進，而樂句結構也就隨著這個傳遞自然的形成。管樂部份則以取自第

二推移部向下跳進的動機，伴隨著主題前進，並使用樂器輪奏製造音色的

變化。依照傳統，發展部通常會有較大的調性變化，在此也不例外，首先

轉到遠系的 c 小調，很快的再轉到 f 小調，這兩個屬於降種調性的小調和前

面大部份都以升種調性為主的樂段產生明顯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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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第二句（235-243 小節）：此樂句的結構與所使用的

素材皆與前一句相同，但弦樂傳遞主題的順序改變了，管樂部份也在第 240
小節加入了長笛，調性則由 f 小調轉至遠系的 ab 小調。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第三句（244-254 小節）：此處屬於過門樂句，亦採

用傳遞的手法，以每 2 小節為單位，前三次由低音號加上弦樂的和聲傳給

大提琴的下行音階，第四次傳給小提琴，兩支低音管負責向下跳進的動機。

第 252 小節起，中提琴承接下行音階，再傳給大提琴，最後突然轉為上行，

由高音弦樂帶領，並在管樂及定音鼓的增強推助之下，以漸強的氣勢進入

下一個強奏樂段。 
 發展第一推移部 II 動機第一句（255-260 小節）：第一推移部 II 的素材

在此被使用，樂句結構也是相同的三個 2 小節句。不過，這裡多了由低音

管及低音弦樂演奏的下行音型，剛好與在木管和高音弦樂之間交替的流動

式音群形成反向進行，凝聚了更多音樂的張力。 
 發展第一推移部 II 動機第二句（261-268 小節）：此樂句在前 6 小節時

以模進的手法處理前一樂句，調性準備轉至 eb 小調（和弦進行是以減七和

弦連結至屬七和弦）。樂句最後以附點節奏動機延伸了 2 小節，並以此當做

連接下一樂句的橋樑。 
發展過度性主題（269-276 小節）：這是過度性主題在發展部裡唯一出

現的一個樂句，由兩個相同的 4 小節句組成，調性則是與本樂章主調 e 小

調距離甚遠的 eb 小調。首先，第一和第二小提琴以八度帶出主題，中提琴

與大提琴以間格 2 小節的卡農在低八度跟隨。管樂延續前一樂句的附點節

奏動機，低音號與低音提琴在兩次樂句末尾均以下行跳進的動機加入。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277-284 小節）：第一主題動機第二次在發展部裡

被使用，首由低音管開始，之後單簧管、雙簧管、長笛與第一部法國號依

序加入，隨著樂器增加、音高往上提升以及力度的漸強，在此產生了逐級

推進的層次感。伴奏部份，大提琴與低音提琴以較為飽滿的附點四分音符

提供穩定的和聲，小提琴與中提琴以間歇式的八分音符節奏配合木管跳躍

式的風格。此處前後兩個 4 小節句，除了調性不同之外，後句的法國號改

由第三部吹奏，其餘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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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第二推移部動機（285-296 小節）：第二推移部的動機以減值來處

理，而在木管與弦樂之間交替的流動音群則是取自第一推移部。第 293 小

節起，將原本 2 小節對應的結構，再減值為 1 小節，因此更提高了音樂的

緊張度。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297-308 小節）：第一主題動機第三次在發展部裡

被使用，首先是分佈在三個八度由木管及高音弦樂強力的主導。低音管、

低音銅管與低音弦樂的下行音階，和逐漸上升的主題形成反向進行，音域

不斷的擴大，而其 Hemiola 的節奏也與法國號和小號形成對應。定音鼓則

以漸強的滾奏持續增強整體的力度。第 301 小節起，主題帶有附點的簡短

節奏動機由法國號、長號與低音管在兩個八度上齊奏，這簡潔有力的音響

和整體樂團總奏形成強烈的對話句型。短笛在此首度出現，而這也是它在

這個樂章中唯一出現的地方。 

過門（309-320 小節）：此為發展部的最後樂句，在前一句到達最高潮

之後，將逐漸緩和下來，準備接入再現部。首先由法國號延續了附點節奏

動機，並採用減值的手法將前面以 2 小節為單位的對答式結構濃縮為 1 小

節。隨著音量的減弱，配器也從全體的總奏逐漸減少，至第 317 小節時只

剩法國號與低音弦樂的對話，力度也降至弱奏，準備迎接第一主題的再現。

而這個樂句從 d 小調轉回主調 e 小調的過程中，其和聲的變化極為巧妙：

在 d 小調上，經過兩個七和弦，然後停在其關係大調（F）的屬七和弦，並

以同音異名（enharmonic modulation）的轉調手法，將之當成 e 小調的德國

增六和弦（German sixth），在這幾個和弦中的共同音 Bb 則一直被保留在最

低音的聲部（請見譜例四之 11）。這是頗為細膩的轉調手法，作曲家在此展

現了優秀的和聲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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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之 11：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309-314 小節 

和聲分析 

 

 

 第一主題 a 樂句（321-328 小節）：此處是第一主題的再現，和聲的部

份由前一樂句的德國增六和弦依正常進行，解決到 e 小調的主和弦第二轉

位。這樣的和聲進行，無法像屬和弦進入主和弦一樣，具有強烈的調性感，

而第二轉位的和聲也不穩定，因此這個第一主題 a 樂句的再現，似乎帶有

些不確定的感覺。至於結構的部份則與呈示部完全相同，但此處的主題少

了單簧管，僅由低音管擔任獨奏，伴奏部份則減少了第一小提琴。 

 第一主題 b 樂句（329-336 小節）：做為橋樑的上行音階先改由單簧管

擔任，後半樂句才轉到長笛。弦樂的伴奏在此省去，與呈示部相比，配器

顯得單薄，但木管部份以對位的手法進行，線條卻較為豐富。另外，此處

主題的節奏以飽滿的附點音符，取代了呈示部第一主題 b 樂句中的十六分

休止符。 

第一主題 a’樂句（337-344 小節）：這個樂句與呈示部完全相同，但在

第 339 及 340 小節的主題下行二度時卻出現時值飽滿的附點節奏（後半樂

句亦同），與呈示部第一主題 a’樂句使用十六分休止符有所不同。 

 

205



第一推移部第一句（345-356 小節）：再現部的整個第一推移部比呈示

部時減少了 22 小節，佔有將近一半的長度，音樂的進行也因此顯得緊湊。

此處第一句包含三個 4 小節句，素材與呈示部第一推移部 I 完全相同。 

第一推移部第二句（357-364 小節）：利用管樂的和聲與弦樂簡短上行

音群之間的對話，製造音色的對比。第 363 小節起，隨著力度增強，弦樂

向上爬升的音群不間斷的向前推進，帶入下一個高潮樂句。 

第一推移部第三句（365-372 小節）：此樂句與呈示部第一推移部 III 第

二句相似。但在呈示部裡，原本加入第一主題的雙簧管在此改以吹奏和聲，

定音鼓也未出現，而調性則向上移升二度到 f#小調。 

 過度性主題第一句（373-380 小節）：除了調性移升二度之外，與呈示

部的過度性主題第一句相同。 

 過度性主題第二句（381-384 小節）：除了調性移升二度之外，與呈示

部的過度性主題第二句相同。 

 過度性主題第三句（385-388 小節）：除了調性移升二度之外，與呈示

部的過度性主題第三句相同。 

 過度性主題第四句（389-396 小節）：此句與呈示部的過度性主題第四

句相比變化不大，除了調性上移了二度，以及低音提琴的使用更為精簡之

外，比較明顯的是小號在此出現，而其擔任的聲部在呈示部裡主要是分配

給第三、四部法國號。小號明亮的音色極具穿透力，作曲家以中弱（mp）

取代中強（mf）的力度，避免了過於突兀的感覺。小號的出現，同時也巧

妙的為下一樂句的主奏作了準備，這是一個頗為細膩的配器手法。 

 過度性主題第五句（397-408 小節）：在呈示部裡由法國號主導的問答

句，此處改由小號擔任，並以三支長號做和聲的支撐，而弦樂部份的兩次

撥弦應答，聲部保持一致。第 401 小節起，低音提琴改以弓演奏並融入弦

樂的和聲之中。法國號於最後一個 4 小節句才恢復使用。這一樂句的結構

與素材均與呈示部相同，除了調性上移二度之外，也經由配器的變化營造

了新的色彩，小號明亮的音色使主旋律有更強的穿透力，而長號的寬廣音

色則豐富了和聲的音響（請比較譜例四之 8 及四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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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之 12：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樂章〉，第 397-404 小節 

 
 

 第二推移部（409-426 小節）：這個樂段除了調性移升二度及法國號的

聲部安排有些改變之外，與呈示部的樂段相同。 

 第二主題第一句至第四句（427-450 小節）：整個第二主題群除了調性

移升二度之外，音樂素材與配器均與呈示部第二主題群完全相同。 

 小尾聲第一句（451-454 小節）：此樂句除了調性移升二度之外，與呈

示部大致相同。但第 453-454 小節的小號以同度齊奏，雙簧管亦同，這有別

於呈示部時的八度齊奏，作曲家在此避開了小號尖銳的高音。 

 小尾聲第二句（455-462 小節）：除了調性移升二度之外，與呈示部相

同。 

 小尾聲第三句（463-470 小節）：除了調性移升二度之外，與呈示部相

同。 

 小尾聲第四句（471-486 小節）：這個樂句共包含四個 4 小節句，前兩

個 4 小節句仍與呈示部相同，是以 4 小節為單位的問答句形式。第 479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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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起，經減值而成 2 小節為單位，第 483 小節再次減值，以每小節為單位

進行管樂與弦樂的分組對答。如此藉由節奏的壓縮來製造緊湊性，並且配

合樂器逐漸加入，強力的推進到本樂章的尾奏樂段。 

  

 尾奏第一句（487-494 小節）：尾奏開始是工整的兩次 4 小節句，而且

使用的素材也屬簡潔，主題與伴奏非常分明。第一主題動機首先由全體木

管以三個八度齊奏，小提琴和中提琴於 2 小節後加入，形成對話式的結構。

銅管、定音鼓及低音弦樂構成厚實的和聲，並以穩定的節奏支撐主題。 

 尾奏第二句（495-502 小節）：伴奏部份延續前一樂句穩定的節奏進行，

而前面對話式的主題在此融合為一，除了雙簧管改加入伴奏之外，其餘樂

器在三個八度齊奏下行音群，並以每小節為單位，規律的逐漸向上爬升。

在後半樂句時，主題不再爬升，轉以反覆式的音型不斷的累積能量，並隨

著力度的漸強推進到下一樂句強烈的高潮。 

 尾奏第三句（503-506 小節）：此處是尾奏的最高潮，前一樂句不斷凝

聚的能量在此爆發。主題是以每 2 小節為單位的下行音階，在定音鼓強力

的滾奏帶動之下，樂團全體以統一的節奏呈現整齊的力度感。 

 尾奏第四句（507-514 小節）：在前一樂句的最高潮之後，從此處開始，

第一主題的動機以回顧的手法來呈現。首先，力度稍稍減弱，而配器如尾

奏的前兩句一般，主題與伴奏聲部分明。後半樂句從第 511 小節開始，力

度再降，主音不斷的反覆。第 512 和 514 小節，小號簡潔的節奏動機，獨

立而鮮明。 

 尾奏第五句（515-522 小節）：與前一樂句完全相同，但音域降低，而

且配器減輕、力度續降。 

 尾奏第六句（523-534 小節）：此樂句的結構以每 4 小節為單位分為前

句、中句及後句，在配器及力度上仍繼續縮減與減弱。前句時，第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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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由低音管與單簧管齊奏，而伴奏的部份只剩低音弦樂和間歇式的定音

鼓；中句時，只留下低音管擔任更為簡化的主題動機，低音弦樂則以圓滑

的進行取代短促、跳躍式的八分音符節奏；後句時，主題動機再簡化（僅

剩附點節奏）並轉由大提琴擔任，低音管則改奏長音。 

 尾奏第七句（535-542 小節）：這是第一樂章最後的結束樂句，在整個

尾奏中不斷被簡化的第一主題動機到此已完全消失，低音管和大提琴演奏

長音，而低音提琴則以級進的方式繼續往更低的音域進行。音樂最後就以

三個弱的力度（ppp）結束在 e 小調主和弦的長音上。  

 

 

 〈第二樂章〉，「稍微自由的如歌行板」（Andante cantabile, con alcuna 

licenza），D 大調，複三段體，主要的結構包含：第一段（1-65 小節），第二

段（66-107 小節），第三段（108-169 小節）及尾奏（170-184 小節）。第一

段有兩個主題，均具有優美的旋律線條與豐富的歌唱性。第二段只有一個

主題，整個樂段以這個主題進行了相當程度的發展。第三段屬於再現的部

份，將第一段的兩個主題予以重現。而做為連貫全曲四個樂章的命運主題

則被巧妙的安排在第二段及第三段的末尾。 

 樂器的編制如〈第一樂章〉，但銅管部份（法國號除外）以及定音鼓大

都在音樂進入強奏的高潮時才加入，以增加全體總奏的力量為主，短笛則

僅在第三段的第 148-155 小節出現。 

下表是〈第二樂章〉的小節句分析表，表中呈現整個樂章的曲式內容、

樂句結構以及對應的調性和速度，後續的分析也將依此表中的樂句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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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之 5：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二樂章〉小節句分析表 
 
樂章結構：複三段體。 
曲式內容 小節數 樂句結構 調性 速度 
第一段 
前導 
主題 a  
 
 
 
主題 b 
 
主題 a’ 
 
推移句 
主題 b’ 
 
推移句 
主題 b’’  
 
過門樂句 

1-65 
1-8 
9-12 
13-16 
17-20 
21-23 
24-27 
28-32 
33-36 
37-38 
39-44 
45-48 
49-51 
52-55 
56-60 
 
61-65 

 
4*2 
1+1+2 
1+1+2 
1+1+2 
1+1+1 
1+1+2 
3+2 
1+1+2 
1+1 
2*2+2 
2*2 
2+1 
2*2 
3+2 
 
2*2+1 

 
b, D 
D 
D 
D 
D 
F#  
F# 
D 
D 
D 
D 
D 
D 
b, D 
 
D, b 

 
Andante cantabile, con alcuna 
licenza 
animando, riten. sostenuto 
animando, sostenuto 
 
Con moto, animato 
sostenuto 
Tempo I, animando, riten. 
Sostenuto 
Poco piu animato, riten. 
Tempo I, animando, riten. 
animando 
Poco piu mosso 
Tempo I, animando, riten. 
Piu animato, riten. 
Poco meno 

第二段（中段） 
主題 c 
 
發展主題 c 
 
 
 
 
推移句 
命運主題 

66-107 
66-70 
71-74 
75-78 
79-82 
83-86 
87-90 
91-94 
95-98 
99-107 

 
1+2*2 
2*2 
2*2 
2*2 
2*2 
2*2 
2*2 
4 
2*4+1 

 
f#  
f# 
f# 
g#  
eb  
ab, c# 

c#  
c#, E 
V7/D 

 
Moderato con anima 
 
 
 
 
 
 
Stringendo 
Tempo precedente 

第三段（再現） 
前導 
主題 a 
 
 
 
主題 a’ 
 

108-169 
108-111 
112-115 
116-119 
120-123 
124-127 
128-131 
132-133 

 
4 
1+1+2 
1+1+2 
1+1+2 
1+1+2 
1+1+2 
1+1 

 
D 
D 
D 
D 
D 
D 
D 

 
Tempo I 
 
animando, riten., sostenuto 
animando, sostenuto 
animando, riten. 
Piu mo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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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句 
 
主題 b’ 
 
推移句 
主題 b’’ 
 
命運主題 
過門樂句 

134-137 
138-141 
142-145 
146-148 
149-152 
153-157 
 
158-165 
166-169 

2*2 
2*2 
2*2 
2+1 
2*2 
3+2 
 
2*4 
1+1+2 

D 
D 
D 
D, b 
b 
b, D 
 
d  
d 

Un poco piu animato 
ritneuto 
Andante mosso, animando, riten 
Animando un poco 
 
Molto piu andante, animato, riten.
Piu animato, riten. 
Allegro nan troppo 
ritenuto 

尾奏 
前導 
主題 b 
 
 

170-184 
170 
171-174 
175-178 
179-184 

 
1 
1+1+2 
2+1+1 
4+2 

 
D 
D 
D 
D 

 
Tempo I 
 
 
ritenuto molto 

 

 前導（1-8 小節）：12/8 拍子，前導樂句由低音弦樂以 b 小調開始，在

第二小提琴加入之後，逐漸轉至本樂章的主調 D 大調。節奏的進行平穩，

配合以主和弦及下屬和弦為主的柔性且豐富之和聲進行，營造了一個靜謐

的氣氛。 

 主題 a 第一句（9-12 小節）：在弦樂柔美的和聲中，第一部法國號獨奏

D 大調的主題。雖然是大調，但因為旋律常出現中音及下中音，所以接近

了自然小調的性格。此旋律線條非常優美，在其短-短-長的樂句結構中，每

次都以下行二度（長倚音向下解決）結束，有如輕輕的嘆息一般（見譜例

四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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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之 13：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二樂章〉，第 8-12 小節 

 
 主題 a 第二句（13-16 小節）：此樂句與第一句前後呼應，可視為答句。

結構與配器和前面相同，但自第 16 小節起，第一部單簧管加入，與法國號

進行對話，而調性也短暫的進入主調上方三度的 f#小調。 

 主題 a 第三句（17-20 小節）：調性很快的回到了 D 大調，單簧管與法

國號繼續進行兩次短句的對話。主題旋律的第一個短句改以上行級進開

始，與前兩句開始的下行級進，做了明顯區隔，而向下七度跳進的旋律更

加深了嘆息的感覺。 

 主題 a 第四句（21-23 小節）：反覆前一樂句的素材，但減少了一個小

節。 

 主題 b 第一句（24-27 小節）：調性由 D 大調轉到 F#大調，轉調過程極

為快速，加上節奏素材及配器的改變，使主題 b 的出現顯得清新。主題 b

的性格與主題 a 相似，雖然都是大調，但因為中音及下中音經常出現，所

以接近了自然小調的感覺。主題由雙簧管先行，其音色明亮具有穿透力，

與在後面應答的第一部法國號形成很大的對比。弦樂部份（低音提琴除外）

做和聲的支撐，並以三連音的節奏提供了新鮮、流動性的背景，在樂句的

後半，這個三連音節奏與主題的二連音形成交錯，產生不對稱節奏的緊張

感（見譜例四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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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之 14：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二樂章〉，第 24-27 小節 

 

 

 主題 b 第二句（28-32 小節）：這是以主題 b 的片段動機所作的過門樂

句。首先由單簧管、低音管與低音提琴輪流傳遞主題，然後弦樂從低音聲

部以下行二度的簡短音型，逐漸向上爬升，這個效果有如回音一般。 

 主題 a’第一句（33-36 小節）：主題 a 再現，但改由大提琴演奏，樂句

仍為短-短-長的結構。法國號、單簧管與低音管依序使用前一樂句的下行二

度回音音型，裝飾著主題的進行。第 34 小節時，雙簧管演奏對位旋律，而

其向上級進的音型後來轉由單簧管和長笛的琶音承接。在此因為獨立進行

的聲部增多，音樂的線條變得豐富。 

 主題 a’第二句（37-38 小節）：此處為主題 a 的兩個短句，配器上延續

前一樂句以豐富的線條來陪襯主題的手法。單簧管加入大提琴齊奏主題，

另有兩條對位旋律，其一是第一小提琴級進式的音階，其二是長笛與雙簧

管先以八度向下跳進再上行的反向聲部。 

 推移句（39-44 小節）：單簧管與大提琴繼續主導旋律的聲部。主題 a

的上行級進動機，在此以反覆及模進的方式逐漸帶起激動的情緒，當法國

號加入時，更因為整體力度的增強而凝聚更多能量。但是這個能量並未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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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而是以休止符及後續漸弱的管樂和聲做為緩衝，如同一長聲嘆息一般，

這是一個具有豐富戲劇性的樂句。此外，這個樂句因為連續幾個七和弦的

進行，和聲色彩也顯得變化多端，在最後一小節時，還將屬七和弦的第五

度音降低了半音，巧妙的弱化了具有強烈調性導向的屬七和弦。 

 主題 b’第一句（45-48 小節）：本樂章的主題首次由第一小提琴主導，

中提琴在低八度的齊奏，增強旋律的厚度，低音提琴先使用撥弦，到了樂

句後半改以弓演奏。長笛、雙簧管與低音管輕輕回應著主題，而法國號以

持續的三連音節奏提供音樂流動性的背景，同時與主題的二連音產生節奏

上的交錯。 

 主題 b’第二句（49-51 小節）：反覆前一樂句，但減少了一個小節。第

51 小節第三拍起，弦樂部份（除低音提琴外）在三個八度上齊奏，由此開

始慢慢推升音樂的能量。 

 推移句（52-55 小節）：弦樂部份延續前一小節的齊奏，三支長笛也加

入，以半音階逐漸向上推進，而與之形成反向進行的第三長號和低音提琴

的下行音階則向下延展了音域。法國號的三連音節奏在木管樂器加入之

後，聲勢漸增，與主旋律二連音的交錯節奏也產生更強的張力。在第一、

二部長號進入之後，隨著整體音量漸強，將音樂推升到下一樂句的高潮。 

 主題 b’’（56-60 小節）：這是第一段的最高潮，在調性的設計上頗為特

殊，原本 D 大調的主題，在最強時卻以 b 小調出現，使這個高潮隱含著悲

壯的色彩。小號與定音鼓在樂句開始的最強奏時加入，其餘則延續前一樂

句的配器。而下行的低音聲部改為上行，再次與逐漸往下的主旋律形成反

向的關係。這個樂句在到達最高潮之後，逐小節漸弱，樂器也漸減，慢慢

回到平靜。從第 59 小節起轉回 D 大調，力度繼續減弱，而伴奏部分流暢的

三連音節奏也改為時值較長的附點四分音符，逐漸穩定下來。 

 過門樂句（61-65 小節）：此過門樂句和主題一樣屬於短-短-長的結構，

而下行二度的音型則如嘆息一般。三連音的節奏動機由管樂傳遞到弦樂的

內聲部，其間歇性的出現亦增強了嘆息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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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中段），由前一段的複拍子（12/8）轉為單拍子（4/4）。整個

第二段除了在最後出現命運主題之外，僅設計了一個主要主題，並以此主

題的動機進行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大都是運用模進或是卡農的技巧，讓

主題動機於不同聲部之間進行傳遞與對話。 

 主題 c 第一句（66-70 小節）：在低音提琴的一聲撥弦之下，音樂進入

中段，調性轉到 f#小調，速度轉快進入中板。大提琴以切分的節奏在屬音

上頑固的進行，提供了向前推進的動能，其餘的弦樂以平穩的和聲支撐單

簧管獨奏的主題。這個主題頗具個性，其兩次向上跳進之後下行級進，以

及九連音的節奏均屬特別（見譜例四之 15）。 

 

譜例四之 15：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二樂章〉，第 66-70 小節 

 

 
 主題 c 第二句（71-74 小節）：主題改由第一部低音管擔綱，低音弦樂

在後簡短跟隨，而第二部低音管在後半樂句時做回音式的應答。小提琴和

中提琴擔任和聲的部份，並承接了前一樂句的切分節奏，繼續提供向前推

進的動能。低音弦樂的撥奏除了穩定了節奏的進行，也與主題之間形成簡

單的對話。 

 發展主題 c 第一句（75-78 小節）：主題動機由大提琴開始逐漸向上傳

遞，最後到達長笛和雙簧管的聲部。原本主題動機的五度跳進在此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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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平穩的二度級進。法國號承接了切分的節奏，低音提琴的下行音階（低

音管於樂句後半加入）充實了和聲的低音聲部。 

 發展主題 c 第二句（79-82 小節）：此處是前一樂句的模進，調性上移

二度至 g#小調，並在樂句最後，準備進入接續的 eb 小調。在配器上稍有變

化：第三部長笛和第一部單簧管提早了一個小節加入法國號的切分節奏型

態中。 

 發展主題 c 第三句（83-86 小節）：主題在 eb 小調上由第一部低音管完

整呈現，兩部單簧管以卡農跟隨。長笛和雙簧管則將主題予以變化，在單

簧管之後加入卡農的行列。弦樂部份擔任和聲，而切分節奏由低音弦承接。 

 發展主題 c 第四句（87-90 小節）：主題的大跳在此又改為級進，由高

音弦樂主導，高音木管樂器做應答。而做為推進動能的切分節奏也改成連

續的八分音符在法國號的聲部進行。低音弦樂與低音管的下行音階則主導

著和聲的低音進行。調性由 ab 小調轉到 c#小調，似乎是相當遠的距離，但

是，實際上是利用同音異名（ab＝g#）的方式來完成的，因此轉調的過程雖

然快速卻極為自然。 
 發展主題 c 第五句（91-94 小節）：樂句開始時配器轉輕，管樂僅留下

雙簧管與低音管分別擔任主題、和聲及切分節奏的聲部。弦樂只剩第一小

提琴，以快速的十六分音符演奏逐漸往上的震音音型。到樂句後半時，單

簧管加入和聲的部份，長笛則與主題進行對答，低音提琴的撥奏明確點出

強拍的位置，其餘弦樂則以規律的十六分音符進行傳遞。 
 推移句（95-98 小節）：這個推移的樂句以主題 c 的動機開始，然後逐

漸變成音階式的進行。木管和弦樂各自分組先以反向進行，在樂句最後全

部匯集成下行音階，而小號和法國號強烈的號角式旋律則以穩定的節奏成

為音樂的重心。弦樂部份的顫音製造了緊湊感，隨著速度漸快、力度漸強，

不斷將能量推升出來。 
 命運主題（99-107 小節）：前一推移句不斷推進的能量匯集，導入了命

運主題。在樂句開始時，先由小號嘹亮有力的音色為主導，結合木管樂器

的齊奏音響，以最強烈的力量來表現這個貫穿全曲的循環主題。到了第 103
小節起，主題的進行融合了總奏豐富的和聲，更顯得飽滿厚實。樂句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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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主要以每 2 小節為單位，每次樂句末尾的結束音都是簡捷有力，在樂團

全體總奏的強力重音下，表現出果斷不能違抗的精神意志。兩部低音管和

第三部長號以帶有三連音的節奏應和著主題，同時也延展了音樂的前進動

力。為了準備回到 D 大調的再現部，這個樂句的和聲主要建立在 D 大調的

屬七和弦（A7）上，而最能表現七和弦緊張性格的第七音（G 音），則由定

音鼓和低音弦樂分別以強力的滾奏及快速的顫音來演奏，大大增強了整個

和弦的張力。 
 

 第三段屬於再現的部份，在此樂段將會再現第一段的兩個主題及使用

其推移樂句的素材，但是並非完全照舊，不僅配器有所變化，結構的部份

也會調整，最明顯的就是減少了主題 b 由雙簧管與法國號進行對話的樂段。

除此之外，也會出現新的曲調與主題做對位的進行。 
 前導（108-111 小節）：拍子轉回 12/8 拍，速度也回到樂章開始時的行

板。弦樂部份（第一小提琴除外）以撥奏配合規律的節奏前進，和聲則先

延續前一樂句 D 大調的屬七和弦，然後進入了主和弦。在經過前面命運主

題所帶動的強烈高潮後，以這個樂句做為緩衝，準備迎接主題的再現。 
 主題 a 第一句（112-115 小節）：再現的主題並未像第一段一樣由法國

號主奏，此處是由第一小提琴擔任。除了主題之外，第一部雙簧管另以一

個新的曲調跟隨在後，兩者進行著緊湊性的對話。雙簧管帶有鼻音的色彩

與小提琴在 G 弦上厚實飽滿而略顯灰暗的音色形成鮮明的對照。伴奏的部

份則繼續著前導樂句規律的弦樂撥奏。 
 主題 a 第二句（116-119 小節）：主題與伴奏聲部和前一樂句相同，單

簧管與法國號則分別以獨立的旋律與主題進行對位。法國號的樂句屬於間

歇式的，主要在呼應主題。單簧管的部份幾乎是完全獨立於主題之外，而

在複拍子的系統中，唯獨其拍號改變成 4/4 拍，如此更與主題產生節奏上的

交錯作用。低音管和雙簧管的長音細膩的潤飾了背景的色彩。在樂句末尾

時單簧管與中提琴輪流傳遞動機，產生了音色變化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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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a 第三句（120-123 小節）：伴奏的弦樂聲部，全部改以弓演奏，

與法國號一齊豐富了和聲的部份。兩部低音管加入第一小提琴演奏主題，

其餘木管樂器全部改成 4/4 拍子，並在不同八度上齊奏音群，形成了富有推

進動力的對位旋律。低音號在樂句後半時加入，隨著音量的漸強一齊推升

這個樂句的能量。 

 主題 a 第四句（124-127 小節）：與前一樂句相似。在後半樂句時低音

管加入木管的行列演奏音群，第三部長號取代了前一樂句的低音號。 

 主題 a’第一句（128-131 小節）：木管的拍號改為 12/8 拍，並承接主題。

弦樂部份全部改為 4/4 拍，低音提琴以琶音配合其餘弦樂的震音音型，為主

題提供規律的伴奏。法國號以八度齊奏另一獨立的對位主題（見譜例四之

16）。此處的配器採用角色互換的手法，與前一樂句產生了新鮮的對比。  

 
譜例四之 16：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二樂章〉，第 128-131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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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a’第二句（132-133 小節）：此處反覆前一樂句的素材，而結構上

與第一段相同，都是只有 2 個小節，之後隨即進入推移句。 

 推移第一句（134-137 小節）：主題的上行級進動機以反覆及模進的方

式進行推移，後半樂句提升了四度。和弦的使用以較不諧和的附屬半減七

和弦及減七和弦為主，增強了音樂的緊張度。弦樂部份的震音音型改以堅

決的語氣，整齊的配合強奏的拍點，而低音號、低音提琴及法國號則以飽

滿的和聲支持。 

 推移第二句（138-141 小節）：繼續前一句推進的能量，弦樂部份轉回

12/8 拍，全體拍號一致。在前半樂句時，弦樂的震音音型改為長音融入了

整體和聲，木管使用 Hemiola 的節奏形式。樂句的後半由低音弦樂帶動上

行的音階，管樂使用 Hemiola 節奏與之成反向進行，在樂器不斷的加入之

下推升進入下一樂句的高潮。 

 主題 b’第一句（142-145 小節）：此處再現的主題 b’與第一段的主題 b’

結構完全相同，但是力度變強了，配器也不同，主題的音域也提高了八度。

管樂除了長笛之外全部改成 4/4 拍，再次與主題的 12/8 拍子形成交錯。由

前一推移句逐漸累積的能量在此爆發，定音鼓的一聲強奏帶出了高潮，主

題由弦樂在三個八度以三個強（fff）的力度主導，兩部長笛加強主題最高音

聲部，第一部低音管則加入主題最低聲部。法國號、雙簧管與單簧管的快

速十六分音符節奏提供推進的動力，低音聲部以逐漸下行的音階做為支

撐。第 143 小節有小號強力的回應主題，第一部長號隨後加入。 

 主題 b’第二句（146-148 小節）：反覆前一樂句，但減少了 1 小節，短

笛在樂句最後加入。 

 推移句（149-152 小節）：大致上繼續前一樂句的進行，而配器做了一

些調整。雙簧管和單簧管轉回 12/8 拍子，並融入弦樂與長笛的半音上行推

進。兩部小號加入法國號的快速十六分音符節奏，低音號也加入低音聲部

的行列。在旋律以半音逐漸往上推升及力度持續增強之下，將音樂推送到

最強的高潮。 

219



 主題 b’’（153-157 小節）：除了增加定音鼓之外，此處的配器延續著前

一樂句的配置，而樂句結構及音樂的進行則與第一段的主題 b’’相同。在此，

主題的音域比第一段的主題 b’’高了一個八度，特別是第一小提琴在極高的

音區營造了非常大的張力。 

命運主題（158-165 小節）：命運主題第二次出現在這個樂章，全體轉

成 4/4 拍子。和聲的使用比第一次更為緊張、不諧和。首先是 d 小調的 V

級附屬減七和弦，之後並未解決到 V 級，反而進入 ii 級七和弦（屬於半減

七和弦）。這個不諧和的減七和弦在強烈的定音鼓滾奏及弦樂顫音的呈現之

下，更具有力量。命運主題這次改由三部長號及兩部低音管在八度上齊奏，

音色深沈有力，小號與雙簧管以三連音做應和並延展音樂前進的動力。第

164 小節起，全體統一的節奏呈現出整齊的力度感，隨後，在最強的力度下

突然結束，並藉由短暫的休止做為緩衝。 

過門樂句（166-169 小節）：和聲延續前一樂句的 d 小調 ii 級七和弦，

單簧管與低音管在八度上齊奏短-短-長的嘆息式音型，法國號和長號在強拍

上以和聲支撐。在前一樂句的強烈高潮之後，經由這個過門樂句逐漸弱下

來，然後進入柔美的尾奏樂段。 
 

 前導、主題 b 第一句（170-174）：弦樂的撥奏開啟了尾奏樂段，全體轉

回 12/8 拍子。單簧管與低音管先延續前一樂句的旋律，之後，主題 b 的動

機在弦樂間以八度分組進行對唱，低音提琴的撥奏在強拍上確立了主和弦

的主屬音。法國號開始的三連音節奏動機，隨著木管樂器的加入逐漸豐富

了和聲的音響，此處木管均使用柔和的中低音域，並且少了雙簧管較為尖

銳的音色，構成了輕柔但音色豐富的伴奏背景，輕輕的提供了流動性的能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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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b 第二句（175-178）：音型結構與前一樂句恰好相反，低音提琴在

後半樂句時改為以弓拉奏，三連音的節奏也開始轉變成間歇式的進行。 

 主題 b 第三句（179-184）：主題 b 的片段動機由第一小提琴逐漸往下傳

遞，三連音的節奏只剩低音管與法國號配合弦樂的撥奏間歇式的出現。在

第 182 小節，傳遞式的音型結束，單簧管以其灰暗並充滿磁性的簫魔管音

區帶出本樂章最後一個樂句，弦樂以 D 大調主和弦為支撐，音樂就在漸弱

之下逐漸消失，結束在無聲的休止中。 

 

 

 〈第三樂章〉，圓舞曲，中庸的快板（Allegro moderato），A 大調，複

三段體。如本章的開始所述及，柴科夫斯基也曾在其早期的交響曲中（第

一和第三號），加入圓舞曲風格的樂段，然而，只有在這首《第五號交響曲》

的〈第三樂章〉中，他使用圓舞曲做為樂章的標題。此樂章主要的結構包

含：第一段（1-72 小節），第二段（73-144 小節），第三段（145-213 小節）

及尾奏（214-266 小節）。第一段與第二段都各有兩個主題，結構上均為三

段體式。第三段屬於再現的部份，將第一段的兩個主題予以重現，命運主

題則被巧妙的安排在尾奏的部份。 

 樂器編制減少了長號與低音號，因此本樂章不會出現厚重的低音銅管

和聲，而以較為輕巧的室內樂風格為主。下表是〈第三樂章〉小節句分析

表，表中呈現整個樂章的曲式內容、樂句結構以及對應的調性和速度，後

續的分析也將依此表中的樂句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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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之 6：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三樂章〉小節句分析表 
 

樂章結構：圓舞曲，複三段體。 
曲式內容 小節數 樂句結構 調性 速度 
第一段 
主題 a 
 
主題 b 
 
主題 a’ 
 
推移句 
 

1-72 
1-11 
12-19 
20-27 
28-36 
37-44 
45-56 
57-64 
65-72 

 
4+4+3 
4+4 
4+4 
4+4+1 
4+4 
4+4*2 
3+4+1 
3+4+1 

 
A 
A 
A 
A 
A 
A 
A 
A 

 
Allegro moderato 
 
 
 
 
 
 
 

第二段（中段） 
主題 c 
 
 
 
主題 d 
 
 
主題 c’  
 

73-144 
73-80 
81-88 
89-96 
97-104 
105-112 
113-118 
119-126 
127-134 
135-144 

 
4*2 
4*2 
4*2 
4*2 
4*2 
3*2 
4*2 
4*2 
4+3+3 

 
f#  
f# 
E 
c# 
B,g# 
g# 
A,f# 
f# 
f#, A 

 
 
 
 
 
 
 
 
 
 

第三段（再現） 
主題 a 
 
主題 b 
 
主題 a’ 
 
推移句 
 

145-213 
145-152 
153-160 
161-168 
169-177 
178-185 
186-197 
198-205 
206-213 

 
4+4 
4+4 
4+4 
4+4+1 
4+4 
4+4*2 
3+4+1 
3+4+1 

 
A 
A 
A 
A 
A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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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奏 
尾奏主題 I 
 
 
 
命運主題 
 
尾奏主題 II 
 

214-266 
214-219 
220-227 
228-233 
234-240 
241-247 
248-255 
256-261 
262-266 

 
2*3 
3+3+2 
2*3 
3+3+1 
4+3 
4*2 
2*2+2 
2+3 

 
A, F 
F, A 
A, F 
F, A 
A 
A 
A 
A 

 
 
 
 

 

 主題 a 第一句（1-11 小節）：3/4 拍子，由第一小提琴主奏的主題開門

見山的進入，沒有任何前導樂句。這個大調的主題，因為經常出現中音及

下中音的關係，而隱含著自然小調的感覺，如同〈第二樂章〉第一段的兩

個主題一般。伴奏部份由弦樂的撥奏輕點第二拍，低音管和法國號以圓柔

的四分音符接續第三拍（見譜例四之 17）。樂句結構屬於工整的前後各 4 小

節句，最後 3 小節以弦樂的音階傳遞為小小過門。 
 

譜例四之 17：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三樂章〉，第 1-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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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第二句（12-19 小節）：第一小提琴提高了八度，並加入第二小

提琴在低八度齊奏，提升了主題的亮度及厚度。中提琴和大提琴以一靈巧

的對位旋律依附著主題前進，與高音木管樂器一齊豐富了背景的線條。而

低音提琴的撥奏與低音管和法國號的和聲，則提供了穩定的節奏進行。樂

句最後由第一部雙簧管和第一部低音管的上行音階做為橋樑連接下一樂

句。 
主題 b 第一句（20-27 小節）：主題 b 是由主題 a 變化而來，在樂句前

半時因為借用同名小調 iv 級，和聲色彩略轉黯淡。此處配器單純，由雙簧

管和低音管在八度上齊奏主題，弦樂做為伴奏。低音弦的撥奏穩定節奏的

進行，兩部小提琴先以弓演奏，然後再以撥奏融入低音弦的節奏中（見譜

例四之 18）。 

 

譜例四之 18：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三樂章〉，第 20-27 小節 

 

 

 主題 b 第二句（28-36 小節）：主題改由兩部單簧管齊奏，音域比前一

樂句低了八度，在單簧管的中低音區演奏顯得灰暗，而法國號使用阻塞音

吹奏和聲，更增添特殊的音響。弦樂的伴奏型態改變不多，在前半樂句時，

小提琴改以八度下行，節奏顯得靈活。最後多出一個小節，以單簧管的上

行音階做為過門連接下一樂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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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a’第一句（37-44 小節）：主題 a 再現，但是配器大不相同。主題

由單簧管以其音色濃郁富有磁性的簫魔音區與低音管進行齊奏，其灰暗的

色彩重現了〈第一樂章〉的序奏及第一主題的音響。弦樂依舊擔任伴奏，

但全部改以弓演奏，第一小提琴使用分解和弦增加了靈活度。法國號在樂

句後半時再次使用阻塞音，但僅留兩部。 
 主題 a’第二句（45-56 小節）：樂句結構工整，前後句各 4 小節，另外

再以後句反覆一次而成三個 4 小節句。主題由木管在三個八度上進行齊奏，

因為音域比前一樂句提高了兩個八度，且長笛與雙簧管加入，所以音色轉

為明亮，與前面灰暗的色彩形成對比。伴奏的部份，以第一小提琴為主的

上行音階與主題構成對位的關係，低音提琴與低音管增強和聲的低音聲

部，法國號僅在後樂句時出現。在音域提高、旋律線條變為豐富及力度的

增強之下，出現了第一段的高潮。 
 推移第一句（57-64 小節）：第一部低音管擔任主奏，低音弦樂先以規

律的撥弦穩定其節奏。第 61 小節起，大提琴以穩定持續的節奏為中心，其

餘弦樂分成兩組各以 Hemiola 的節奏型態進行，而主題則是以切分節奏進

行的大跳。此處因為同時使用了 Hemiola 與切分節奏，使得原本簡單的素

材呈現較為豐富的變化（見譜例四之 19）。 
 
譜例四之 19：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三樂章〉，第 57-64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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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移第二句（65-72 小節）：結構與素材皆與前一樂句相同，改變的只

是長笛和單簧管加入了主題，結合低音管在三個八度上進行齊奏。在樂句

的最後，法國號突然出現，以簡潔的強奏和聲配合弦樂的強力和弦撥奏，

果決的結束了第一段的音樂。 

 

 主題 c 第一句（73-80 小節）：調性轉到 f#小調，這是主調 A 大調的關

係小調，在這首交響曲各樂章相鄰的主要樂段中，非常少見以如此接近的

關係來轉調。這個樂句的結構是兩次完全相同的 4 小節句，主題是跳躍快

速的迴轉式音群，主要是由自然小音階組成，第一小提琴擔任主奏的部份，

其規律的十六分音符循著 Hemiola 的節奏型態來進行。伴奏很輕，低音管

穩定的上行琶音傳遞給單簧管與雙簧管，而弦樂的和聲短暫出現後即交給

法國號與木管，這整個以三拍子進行的伴奏背景與主題的 Hemiola 節奏形

成交錯的關係。在樂句末尾，第二部低音管和定音鼓簡短的輪流回應著主

題（見譜例四之 20）。 
 
 
 
 
 
 
 
 
 
 
 
 
 

226



譜例四之 20：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三樂章〉，第 73-76 小節 

 
 主題 c 第二句（81-88 小節）：樂句結構與前一句相同，但主題轉由中

提琴擔任，旋律的進行中出現 d#，乃是借用了同名大調（F#）的 IV 級。木

管的部份在低音管的上行琶音之後，轉而整齊的配合主題的 Hemiola 節奏

型態。樂句末尾由低音弦取代低音管回應主題。 

 主題 c 第三句（89-96 小節）：結構同樣是相同的兩個 4 小節句，但是

主題改以簡短動機，先在弦樂間傳遞再由長笛與短笛收尾。管樂則分組吹

奏和聲，配合主題 Hemiola 的節奏進行。 

 主題 c 第四句（97-104 小節）：結構同樣是相同的兩個 4 小節句，原本

斷奏、跳躍式的主題動機在此改為圓滑奏，由木管樂器分組進行傳遞（除

雙簧管外）。伴奏的部份，第一小提琴先以下行琶音帶出簡短對位旋律，隨

後與其餘弦樂分組配合木管的 Hemiola 節奏型態做和聲的支撐，大提琴的

撥奏簡捷點綴著背景的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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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d 第一句（105-112 小節）：結構是兩個 4 小節句，後句比前句低

了小三度。規律的三拍子取代 Hemiola 的節奏，主題由長笛和第一小提琴

主奏，中提琴與之應答，而另一簡短的動機在小號與單簧管之間傳遞（後

句改由低音管取代單簧管）與主題形成對位的關係。低音弦與第二小提琴

的撥奏穩定了節奏的進行，而在每小節的第三拍均有管樂的突強音以圓滑

奏連接至下一小節，這與主題之間亦形成簡單的問答關係。雖然整體力度

並不強，但是因為線條較多，所以呈現了豐富的音樂內容（見譜例四之 21）。  

 

譜例四之 21：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三樂章〉，第 105-108 小節 

 
 主題 d 第二句（113-118 小節）：這個樂句的結構較為特殊，因為在整

個第二段中，這是唯一以兩個 3 小節句構成的樂句，而且主題的節奏是由

三次 Hemiola 加上一次規律三拍子結合而成。前樂句由兩部單簧管進行主

題的傳遞，後樂句則由兩部長笛接替。由於只使用法國號與木管樂器，且

以斷奏為主，所以呈現出單純而整齊的配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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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d 第三句（119-126 小節）：此樂句與主題 d 第一句基本上相同，

但調性下降大二度，配器也做了些微調整。主題的部份僅由第一小提琴與

中提琴進行對答，長笛並未出現。與主題形成對位的簡短動機則由雙簧管

取代了小號，雖然雙簧管有著獨特的鼻音，而小號較為嘹亮，但是這兩種

樂器的高音域有著相近的音色，此處的轉換呈現出細膩的音色變化。 

 主題 c’第一句（127-134 小節）：這個樂段屬於反覆的部份，此樂句與

主題 c 第一句完全相同。 

 主題 c’第二句（135-144 小節）：這個樂句也是反覆著主題 c 第二句，

但是為了將音樂帶回第一段，所以在結構上做了改變。原本相同的兩個 4

小節句被縮減了一個小節，然後增加了 3 個小節做為過門連接到下一樂段。

在最後這 3 個小節裡，中提琴繼續以 Hemiola 的節奏型態演奏規律的音群，

最後交接給大提琴，而低音管和單簧管先以交替式的節奏進行伴奏，之後

轉以八度重疊的三度音程往上級進，形成簡單自然的橋樑，極為流暢的導

回第一段的主題。法國號則在最後以屬音確立了主調（A 大調）的進行。 

 

 第三段屬於再現的樂段，而且幾乎是將第一段的音樂完全反覆。除了

主題 a 第一句的小小過門未再出現之外，樂句結構與第一段完全相同。配

器上也只有主題 a 第一句（145-152 小節）做了調整。在此，改由兩部雙簧

管齊奏主題，其甜美帶有鼻音的音色為這個優美的主題增添了一些淒美的

味道。伴奏的部份，弦樂的內聲部與法國號和低音管輕輕的以和聲支持，

低音提琴以撥弦和弓奏輪替，而大提琴和第一小提琴交替演奏的上行音

群，使伴奏的背景更為活潑。 

在推移句的最後（第 213 小節），以 A 大調的主和弦做為樂句的結束音，

而低音弦隨即接以大跳的音程配合穩定的節奏進行，並以此當作橋樑連接

到尾奏的樂段。這裡的處理手法保持了較多音樂前進的動能，與第一段結

束時（第 72 小節，在第二拍上以強奏做總結）有所不同。 

 

229



尾奏主題 I 第一句（214-219 小節）：尾奏的主題由兩部小提琴在八度

上齊奏，主題旋律附有切分節奏，與前面具有連續切分音的推移句主題產

生了節奏上的呼應。低音弦樂持續前一小節的規律節奏進行，法國號提供

和聲支持（見譜例四之 22）。第 217 小節時，由單簧管傳遞給低音管的快速

下行音群潤飾了主題的長音，其十六分音符節奏動機來自第二段的主題。

第 219 小節，低音弦改回以弓演奏，並與管樂及定音鼓齊奏，呈現豐富的

和聲音響。而調性突然轉至 F 大調，此乃借用了主調（A 大調）之同名小

調的 VI 級，因為屬於遠系轉調，且過程極快，所以此處的和聲色彩變化強

烈。這裡的 F 音，亦極為巧妙的為後來命運主題的出現留下伏筆。  
 
譜例四之 22：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三樂章〉，第 214-21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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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奏主題 I 第二句（220-227 小節）：此樂句分成三個部份，首先是樂

團整齊的節奏製造出飽滿的音響。第二部份採用前一樂句的切分節奏，除

了中提琴與單簧管齊奏的二度上行提供前進的能量之外，其餘弦樂與長笛

和低音管停在 F 大調的主和弦長音上。最後由兩部小提琴在八度上齊奏簡

短旋律，將調性轉回 A 大調，低音弦再度回到前一樂句的大跳音程伴奏型

態，法國號與單簧管和低音管則提供和聲的支撐。 

尾奏主題 I 第三句（228-232 小節）：此樂句與尾奏主題第一句完全相

同。 

尾奏主題 I 第四句（234-240 小節）：此樂句與尾奏主題第二句完全相

同，但在句尾減少一個了小節，並直接進入以命運主題為主導的下一樂句。 

命運主題第一句（241-247 小節）：做為連貫全曲的命運主題，在本樂

章接近結束時現身，而且以增值的技巧擴張了主題的長度，此處的第一句

屬於命運主題的前半樂句。在弦樂以很弱的力度進行撥弦的伴奏之下，兩

部單簧管以其音色濃郁富有磁性的的簫魔管音區和兩部低音管齊奏命運主

題（見譜例四之 23）。這種灰暗的配器色彩，在本樂章的主題 a’以及第一樂

章的序奏和第一主題也曾出現過。調性的安排以主調 A 大調為基本，但是

因為主題借用了同名小調的 VI 級音，其降低半音的下中音（F 音）使主題

產生了小調的傾向，如前所述，在尾奏主題 I 第一句時就已開始準備這個 F

音的出現。這個帶有小調傾向的主題旋律，加上灰暗的配器音色，表現出

命運主題陰鬱深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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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之 23：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三樂章〉，第 241-255 小節 

 
 

命運主題第二句（248-255 小節）：此處第二句屬於命運主題的後半樂

句，以下行音階級進為主，配器延續前一句的灰暗色彩。主題的進行使用

Hemiola 節奏，弦樂部份改以弓拉奏，並與主題形成整齊的對話式伴奏型態

（見譜例四之 23）。 

尾奏主題 II 第一句（256-261 小節）：在命運主題之後，尾奏的主題再

度出現，不過僅使用兩個小節的片段動機，而切分音的節奏成為強調的重

點。配器僅留下弦樂部份，由第一小提琴主奏，同時保持在低的音域，延

續了前面命運主題的灰暗色調。 

尾奏主題 II 第二句（262-266 小節）：前一樂句的切分音在此轉化成

Hemiola 的節奏型態。整個樂句全由四分音符節奏構成，自然的產生一種整

齊統一的力量。由弦樂接續前面的弱奏，之後，樂團全體強奏震撼性的出

現，以六次強奏和弦結束這個樂章。此處的和聲，使用主調 A 大調的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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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調之 ii7 和弦，與 A 大調主和弦交替進行，如此，避開了傳統上由屬和弦

進入主和弦時，所具有的強烈調性導向的終止式和聲結構。若審視命運主

題出現時，以及〈第一樂章〉第一主題的和聲進行，可以發現柴科夫斯基

似乎對於這種具有下屬功能的和弦有所偏好。 
 

 

 〈第四樂章〉，終曲，莊嚴的行板（Andante maestoso）－活潑的快板

（Allegro vivace），E 大調－e 小調，奏鳴曲形式，主要結構包含：序奏（1-57

小節），呈示部（58-201 小節），發展部（202-295 小節），再現部（296-471

小節）及尾奏（472-565 小節）。在這個樂章裡，命運主題的出現比其餘樂

章更為頻繁，除了發展部之外，其餘各個樂段均有它的蹤影。 

在樂器編制方面，前一樂章未出現的低音銅管重新又加入。下表是〈第

四樂章〉小節句分析表，表中呈現整個樂章的曲式內容、樂句結構以及對

應的調性和速度，後續的分析也將依此表中的樂句來進行。 

  
表四之 7：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四樂章〉小節句分析表 

 
樂章結構：奏鳴曲式。 
曲式內容 小節數 樂句結構 調性 速度 
序奏 
命運主題 a 
 
 
命運主題 a’ 
 
 
結束句 

1-57 
1-8 
9-15 
16-23 
24-31 
32-38 
39-47 
48-57 

 
2*4 
2*3+1 
2*2+4 
2*4 
2*3+1 
2*2+5 
2*5 

 
E 
E 
e 
E 
E 
e, G 
e 

 
Andante maest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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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部 
第一主題 
 
 
過度性主題 a 
 
過度性主題 a’ 
 
過門樂句 
第二主題 
 
 
 
 
命運主題 
 
 
 

58-201 
58-65 
66-73 
74-81 
82-89 
90-97 
98-105 
106-113 
114-127 
128-135 
136-147 
148-155 
156-163 
164-171 
172-179 
180-187 
188-195 
196-201 

 
2*4 
2*4 
2*4 
4*2 
4*2 
4*2 
4*2 
4*3+2 
4*2 
4*3 
4*2 
4*2 
4*2 
4*2 
4*2 
4*2 
4+2 

 
e 
e 
e 
e 
e 
A 
D 
D, e 
D 
D 
C 
C 
C 
C 
e 
C 
e 

 
Allegro vivace 
（alla breve） 
 
 
 
 
 
 
 
 
 
 
 
 
 
 
 

發展部 
發展第一主題 
 
 
 
發展第二主題 
 
 
 
推移 
 
 
 

202-295 
202-209 
210-217 
218-225 
226-233 
234-241 
242-249 
250-257 
258-265 
266-273 
274-281 
282-289 
290-295 

 
4*2 
4*2 
4*2 
4*2 
4*2 
4*2 
4*2 
4*2 
4*2 
4*2 
4*2 
4+2 

 
e 
C 
C, e 
e 
B 
B 
Eb  
Eb, eb 
Fb, C 
C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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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部 
第一主題 
 
 
 
過度性主題 a 
 
過度性主題 a’ 
 
過門樂句 
 
第二主題 
 
 
 
 
命運主題動機 
 
 
小尾聲 

312-471 
296-303 
304-311 
312-315 
316-323 
324-331 
332-339 
340-347 
348-355 
356-367 
368-377 
378-385 
386-397 
398-405 
406-413 
414-425 
426-435 
436-443 
444-451 
452-463 
464-471 

 
2*4 
2*4 
2*2 
2*4 
4*2 
4*2 
4*2 
4*2 
4*3 
4*2+2 
4*2 
4*3 
4*2 
4*2 
4*3 
2*5 
4*2 
4*2 
4*3 
4+4 

 
e 
e 
e 
e 
e 
e 
A 
D 
D, e, f#

g# 
F#  
F# 
E 
E 
E, e 
e 
e 
e 
G, B 
B 

 
Poco piu animato 
 
Tempo I 
 
 
 
 
 
 
 
 
 
 
 
 
Poco meno mosso 
Molto vivace 
 
 
Riten. Molto 

尾奏 
前導 
命運主題 
 
 
 
過度性主題 
 
推移 
 
 
第一樂章第一主題動機 
結束句 

472-565 
472-473 
474-481 
482-489 
490-496 
497-503 
504-511 
512-517 
518-525 
526-537 
538-545 
546-553 
554-565 

 
2 
2*4 
2*4 
2*3+1 
4+3 
4*2 
4+2 
4*2 
4*3 
4*2 
4*2 
4*2+4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Moderato assai e molto
maestoso 
 
 
 
Presto 
 
 
 
 
Molto meno mosso 
 

 
序奏（1-57 小節） 

序奏部主要是以命運主題為中心所形成的樂段，這與〈第一樂章〉的

序奏產生了前後呼應的關係。但是原本以 e 小調陰鬱性格開始的主題旋律，

在此轉變成 E 大調英雄式的登場，配器的色彩也大不相同，藉由如此的改

變，賦予這個貫穿全曲的循環主題更多內在的意義。柴科夫斯基自己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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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樂章〉序奏的註解是：『在命運之前完全順服』153，這是一種消極、無奈

的情緒。而〈第四樂章〉的豪壯，則是展露無比的信心與勇氣來面對現實

世界的嚴酷挑戰。 

 命運主題 a 第一句（1-8 小節）：4/4 拍子，E 大調的主題由兩部小提琴

與大提琴在同度齊奏，因為音域低，小提琴使用 G 弦，音色渾厚深沈。伴

奏的部份由低音號和低音提琴主導低音聲部的進行，中提琴、單簧管與低

音管以及隨後加入的法國號提供飽滿豐富的和聲支持。樂句結構仍以每 2

小節為單位，1-4 小節為樂句之前半，主題旋律建立在 E 大調的主和弦上，

和聲進行則以主和弦及下屬和弦為主，具有柔性的音響色彩。在第 2 和第 4

小節時，第二拍上的突強音表現出果斷的英雄氣概。5-8 小節為樂句之後

半，主題是下行的音階級進，低音聲部則與之成反向進行（見譜例四之 24）。 

 

譜例四之 24：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四樂章〉，第 1-8 小節 

 

                                                 
153Brown, p.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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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主題 a 第二句（9-15 小節）：延續命運主題 a 第一句的配器，樂句

結構也與之相似，僅在最後減少了一個小節。 

 命運主題 a 第三句（16-23 小節）：樂句結構工整，首先，小號和法國

號使用主題的節奏動機，在前一樂句準備結束之際就突然插入，弦樂的撥

奏及低音管的斷奏輔以穩定的音階式進行。在樂句的後半，音樂轉為和聲

式的聖詠風格，配器以全體銅管樂器為主，營造出飽滿的和聲音響，木管

部份僅有低音管和單簧管間歇式的加入。樂句最後，第二小提琴與低音弦

樂以逐漸向下的三連音音型做為橋樑，連接至下一樂句。 

 命運主題 a’第一句（24-31 小節）：此處可視為命運主題的再陳述，樂

句結構和前面相同，但改變了配器效果。伴奏部份由弦樂擔任，並延續著

前一樂句帶入的三連音音型。命運主題由長笛、雙簧管與單簧管在八度上

齊奏，呈現出整齊融合的木管音色。而低音管和法國號則以八度齊奏另一

旋律，與主題形成對位的進行（見譜例四之 25）。 

 
譜例四之 25：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四樂章〉，第 24-31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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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主題 a’第二句（32-38 小節）：配器延續前一樂句的進行，而樂句

結構也與之相似，僅在最後減少了一個小節。 

 命運主題 a’第三句（39-47 小節）：此樂句與命運主題 a 第三句基本相

同，在結構上僅多出最後一個小節的長音。配器則做了些改變，首先在樂

句的前半，命運主題的節奏動機由小號和法國號帶出，之後第一部長號接

替了法國號，並加上長笛與雙簧管使主題的音色更為豐富。伴奏部份以三

連音的節奏為主，由弦樂、低音管和單簧管擔任，弦樂以顫音營造緊湊的

氣氛，推動更多音樂前進的動能。在後半樂句時，管樂全體的和聲式聖詠

風格比第一次出現（第 20 小節）更為壯大，弦樂先以強力和弦與管樂進行

對答，之後配合定音鼓的加入，樂團總奏合而為一，一齊推向序奏的最高

潮。 

 結束句（48-57 小節）：調性進入 e 小調，與接下來的呈示部連成一氣，

而定音鼓的滾奏和低音提琴的長音（G 音）持續整個樂句，除了提供低音

的支撐之外，其位於中音的角色更確定了 e 小調的調性。音樂的進行首先

是由法國號、單簧管與低音管延續前一樂句聖詠風格的後半，之後以弦樂

為主的另一樂器群組使用簡短音型與之進行對答，最後只留下這個簡短音

型並逐漸弱下隱去。在樂句的末尾，定音鼓和低音提琴轉以漸強導入呈示

部。 
 

 第一主題第一句（58-65 小節）：轉成 2/2 拍，速度變快，樂句結構工整，

以每 2 小節為單位。定音鼓的滾奏與低音提琴的長音由前一樂句持續而來。

主題由弦樂部份主導，以後起拍開始，性格活潑，富有強烈律動。木管樂

器間歇式的加入，法國號則以簡捷的強奏協助點出以每 2 小節為單位的規

律樂句型態（見譜例四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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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之 26：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四樂章〉，第 58-65 小節 

 

 第一主題第二句（66-73 小節）：主題移高八度，首先由全體總奏以八

分音符的短音，表現強烈而整齊的力度和豐富的音響。低音弦樂與低音銅

管以明顯的上行跳進和有著下行傾向的主題形成反向進行。到了樂句後

半，主題轉由木管在兩個八度上齊奏，此時主題旋律因為還原的 D 音（導

音）而成了自然小調。法國號以規律的後半拍強奏音型，配合低音弦樂的

切分音共同提供富有節奏動力的和聲支持。兩部小提琴的三連音不但豐富

了背景的節奏素材，也產生了更多前進的動能。 

 第一主題第三句（74-81 小節）：與前一樂句相似，樂團以相同節奏進

行總奏，但此處是較為飽滿的四分音符。主題採用自然小調（還原 D 音），

而與之形成反向的低音聲部，在上行的音階中，藉由半音進行巧妙的使用

了 D#音，與主題形成自然的交錯關係。在樂句後半時，這一列上行音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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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部小提琴與長笛接手，小提琴以顫音製造緊湊的張力，隨後中提琴加入，

配合強奏與漸升的音域不斷推動音樂的能量，而後起拍的節奏動機，則由

銅管樂器分組輪流傳遞。 

 過度性主題 a 第一句（82-89 小節）：隨著前一樂句的結束，過度性主

題立即進入，主題是具有歌唱性的活潑旋律，首先由雙簧管帶出，另有單

簧管和低音管以一簡短的柔和旋律與主題形成對位進行（其動機來自第一

主題）。有別於第一主題群較為濃厚的配器色彩，此處轉為較輕的室內樂風

格。伴奏部份僅由第二小提琴與中提琴以連續的八分音符提供具有前進動

力的和聲背景，而大提琴和第一小提琴輪流的撥奏則填補了對位旋律的空

檔（見譜例四之 27）。第 86 小節起屬後半樂句，配器改變，主題轉至低音

弦樂，長笛加入了對位旋律。此時對位旋律的音域高出主題兩個八度以上，

其清晰度凌駕了主題。法國號與單簧管及低音管的輪奏取代了前面大提琴

與第一小提琴的撥奏。 

 
譜例四之 27：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四樂章〉，第 82-85 小節 

 

 過度性主題 a 第二句（90-97 小節）：結構與素材均與前一樂句相同，

但配器上做了些微改變。在前半樂句，第三長笛加入雙簧管齊奏主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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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管與低音管全部加入；樂句後半時木管的對位旋律持續不中斷，而過門

性質的法國號沒有出現。為了下一樂句轉到 A 大調，在此樂句的末尾，和

聲逐漸為其屬和弦（E）做準備。 

 過度性主題 a’第一句（98-105 小節）：樂句結構是工整的兩個 4 小節句，

主題動機取材自前一樂句的對位旋律（亦可說來自第一主題），由弦樂分組

以卡農的方式進行。八分音符的節奏動機由單簧管與兩部法國號承接，而

低音管和低音提琴以屬音持續整個樂句。 

 過度性主題 a’第二句（106-113 小節）：結構與前一樂句相同，調性轉

到 D 大調。銅管加上定音鼓以一個簡捷的屬七和弦（省略五音）做為樂句

的開端。主題延續前面由弦樂主導的分組卡農方式進行，並因雙簧管和低

音管的加入增強了能量。連續的八分音符節奏動機在長笛與第三、四部法

國號加入之後，音響也更為豐富，而低音號則取代了低音管，與低音提琴

一齊以屬音持續整個樂句。 

 過門樂句（114-127 小節）：此樂句的結構以每 4 小節為單位分成三部

份，最後再加上 2 小節的連接句。第一部份時，樂團總奏音響豐富，下行

級進的附點節奏動機與上行的音階是為主要兩個素材，在定音鼓的滾奏及

低音聲部的長音支撐下，管樂的八分音符節奏持續提供具有前進動力的和

聲背景。第二部份時到達總奏的高潮，之後配器漸減，節奏也簡化成以四

分音符為主，由定音鼓與低音聲部的頑固音型為背景，陪襯著後半拍的節

奏。第三部份時，力度漸減，除了基礎的頑固音型之外，僅剩低音銅管的

切分音。最後 2 小節的連接句，由中提琴開始以間歇式的三連音音型構築

活潑的節奏氛圍，並連接到下一樂句。 

 第二主題第一句（128-135 小節）：由高音木管樂器主導的第二主題，

其旋律簡樸，以下行音階級進為主，並附有優美的和聲配置。而第一、二

部法國號另以 D 大調之屬和弦帶出簡單旋律，與主題之間形成對位關係。

伴奏部份由弦樂持續前一樂句的頑固音型與活潑的間歇式三連音節奏（見

譜例四之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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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之 28：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四樂章〉，第 128-135 小節 

 

第二主題第二句（136-147 小節）：與前一樂句相似，但結構上延伸了

四個小節。配器略做改變，由第三、四部法國號接替了對位旋律，並在此

對位旋律結束之後，以低音管和低音號增加和聲的音響。在樂句末尾，四

部法國號先行進入，並連接至下一樂句規律的伴奏型態。 

 第二主題第三句（148-155 小節）：調性轉至 C 大調，僅以 E 音做為共

同音，快速完成轉調，和聲的色彩在瞬間產生較大的變化。樂句結構是工

整的兩個相同的 4 小節句。在法國號和低音弦樂的頑固節奏支撐下，第二

主題的片段動機首先由兩部小提琴與中提琴在三個八度齊奏，雙簧管與低

音管以卡農手法跟隨，再由長笛和單簧管做最後呼應，此處安排主題旋律

的手法具有層次感。 

 第二主題第四句（156-163 小節）：此樂句將主題的二度下行動機予以

延展至一個八度，仍由兩部小提琴與中提琴在三個八度上齊奏。伴奏部份，

木管（除長笛外）取代了法國號，並與低音弦樂繼續以跳進的頑固音型提

供穩定進行的節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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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主題第五句（164-171 小節）：這個樂句可視為推移句，由於加入

更多素材，使得音樂的內容更為豐富。旋律由兩部小提琴與長笛擔任（短

笛於樂句後半加入），先以第二主題的二度下行動機開始，然後逐漸轉變成

四音下行級進，並藉由力度增強及音域漸升，不斷凝聚能量。中提琴、大

提琴及低音管的八分音符音群提供緊湊的節奏張力。低音提琴、低音號與

長號的頑固音型逐漸轉成遞升的上行琶音。雙簧管和單簧管先與法國號輪

流演奏長音，然後再結合，以二度下行的主題動機穩定的推升音樂的動能。

在這推移的過程中，藉由豐富的素材與漸增的力度不斷推動音樂的能量，

並將這個能量直接帶進了命運主題的樂段。 

 命運主題第一句（172-179 小節）：前一樂句逐漸凝聚的能量在此爆發

出來。調性轉至 C 大調，命運主題以和聲的方式出現，樂句前半由小號主

導，長號為輔，其餘聲部先以整齊厚重的和弦，然後接以快速音群與之應

和，樂句後半法國號加入主題的和聲部份，使銅管的音響更為豐富飽滿。

此處以如此具有強烈震撼力的方式來呈現主題，與〈第二樂章〉的處理手

法相似。 

 命運主題第二句（180-187 小節）：此樂句屬命運主題的後半，以下行

音階為主，由小號和雙簧管主導，樂團先輔以整齊厚實的和聲，再使用快

速音群填補主題的休止空檔，並延續音樂前進的動能。樂句結構是工整的

兩個 4 小節句。 

 命運主題第三句（188-195 小節）：此樂句完全反複前面命運主題第一

句。 

 命運主題第四句（196-201 小節）：此樂句與命運主題第二句相似，但

結構減少 2 小節。第一小提琴提早加入和聲的行列，而小號主題的音域提

高三度，更為燦爛、嘹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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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部的篇幅約佔整個樂章的六分之一，音樂內容主要是以呈示部的

兩個主題為素材進行發展。由於整個發展部的樂句全都是以兩個 4 小節句

的結構所組成（除了最後推移句為 4+2 的結構），音樂的進行顯得非常工整。 
 發展第一主題第一句（202-209 小節）：前面命運主題所帶動的強奏高

潮，直接推進至發展部。首先全體樂團總奏產生整齊的力度感，主旋律由

各族群的高音聲部擔綱，其餘聲部以和聲支持。樂句後半時，樂器減少，

主題旋律的音域驟降近兩個八度，由兩部小提琴以顫音結合雙簧管與單簧

管擔任主奏，原先亮麗的色彩在此轉為渾厚。低音管和中提琴以音階式上

行旋律配合主題的線條前進。定音鼓、法國號與低音聲部則以有力而穩定

的節奏做為支撐。 
 發展第一主題第二句（210-217 小節）：與前一樂句大致相似，但在配

器上稍作改變，主題旋律以弦樂和木管的齊奏為主（在三個八度上），而定

音鼓、低音號和低音提琴則以主屬音做為基礎並穩定了節奏的進行。另有

長號以 C 大調主和弦的上行琶音傳交給小號，成為另一個新的對位動機。 
 發展第一主題第三句（218-225 小節）：主題轉由單簧管擔任，第一低

音管伴隨搭配之，到樂句末尾才有長笛和雙簧管加入，此時的主題因位於

較低的音域且聲勢單薄，其主導性反而被法國號（加上雙簧管）和小號所

傳遞的簡單琶音音型所取代。第三長號與第二低音管以長音支撐，到樂句

最後才有低音號加入。而弦樂部份除了中提琴和低音提琴以持續的八分音

符節奏穩定的進行之外，其餘聲部以第一主題的片段動機間歇式的進入。

此處的和聲設計頗為特殊，由前一樂句的 C 大調降低導音而成為 F 大調的

屬七和弦，但並未解決，其低音聲部以半音逐漸上行，引導進入下一樂句

更不和諧的減七和弦。 
 發展第一主題第四句（226-233 小節）：結構為兩個 4 小節句，在樂句

前半使用上行趨勢的音型凝聚能量，在樂句後半到達高潮，之後轉為下行，

並漸漸緩和下來。首先由木管以模進的手法處理主題的片段動機，弦樂以

顫奏重疊著木管的主題旋律前進，低音銅管（小號隨後加入）與法國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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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奏互相呼應。在樂句後半，定音鼓滾奏配合樂句的高潮出現，之後，銅

管逐漸消失，低音管與低音弦樂轉為長音，隨著長笛和高音弦樂漸往下行

的主題動機而沈澱下來，準備進入下一樂句。 

 發展第二主題第一句（234-241 小節）：第二主題由低音管和低音弦樂

帶出，調性移至 B 大調，整個旋律線條與呈示部的第二主題完全相同，而

規律的伴奏音型則由上三聲部弦樂擔任。另有一條以音階下行為主的活潑

旋律，在間隔兩個小節後由兩部單簧管齊奏，與主題形成對位的關係。此

時，單簧管高音尖銳的音色，和低沈渾厚的低音弦與低音管形成強烈的對

比（見譜例四之 29）。 
 
譜例四之 29：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四樂章〉，第 234-241 小節 

 

 發展第二主題第二句（242-249 小節）：主題轉由全體木管在三個八度

上齊奏，音色飽滿豐富。旋律線條基本相同，但在樂句末尾採用同音異名

的手法，為轉至 Eb 大調做準備。伴奏部份，第一小提琴改以快速音群穿梭，

弦樂內聲部持續規律節奏的伴奏音型，而低音弦則以穩定進行的長音符做

為和聲的支撐。 

 發展第二主題第三句（250-257 小節）：與發展第二主題第一句相似，

但調性轉至 Eb 大調。對位旋律改由三部長笛齊奏，音色雖比前面的單簧管

來得圓潤，但其高音區明亮的色彩亦與低沈的主題產生極強的對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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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第二主題第四句（258-265 小節）：與發展第二主題第二句相似，

旋律仍由木管擔任，但省去了長笛，而低音管則在樂句後半才加入。快速

音群改由中提琴、第一小提琴與大提琴輪流傳遞，低音號於第 263 小節起

加入低音提琴的聲部。 

 推移第一句（266-273 小節）：調性轉至 Fb 大調，但其實是 E 大調的同

音異名調，到樂句末尾又轉到 C 大調，逐漸為轉回再現部的 e 小調做準備。

在前半樂句，管樂與低音弦以和弦長音支撐著上三聲部弦樂的反覆式倚音

音型。樂句後半時，配器角色互換，上三聲部弦樂停在 E 大調的主音，支

撐著管樂與低音弦穩定的和聲式推進。 

 推移第二句（274-281 小節）：與前一樂句相似，但隨著力度逐漸減弱，

低音管只留第一部，法國號也減為兩部，並在樂句末尾才加入。 

 推移第三句（282-289 小節）：與前一樂句相似，但在樂句後半時，管

樂與大提琴的和聲音型縮短，由上三聲部弦樂提早插入，另外，樂器續減，

而調性逐漸轉入 a 小調。  

 推移第四句（290-295 小節）：延續前面推移句的素材及音樂的進行，

配器續減（管樂僅留下雙簧管與低音管），力度保持在 pp。 

 

 第一主題第一句（296-303 小節）：調性轉回本樂章的主調（e 小調），

速度轉快，樂團全體以一個強力總奏開啟了新的樂句。第一主題動機由低

音弦樂及單簧管與低音管以每 2 小節為單位的頑固音型反覆了四次，而另

一新的對位旋律則由兩部小提琴加上長笛與雙簧管在八度上齊奏，並有法

國號和小號以和聲配合（見譜例四之 30）。在這個再現部的開始，小提琴主

奏的對位旋律具有完全的主導性，而第一主題僅以片段動機出現，而且由

音色較暗的低音聲部擔任主奏，其地位反居於次要，就像是經過偽裝的再

現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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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之 30：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四樂章〉，第 296-303 小節 

 
第一主題第二句（304-311 小節）：與前一樂句相似，但配器改變，對

位旋律改由低音銅管與低音提琴主導，並有小號、法國號和雙簧管的和聲

支援，同樣具有極為震撼的力量。而第一主題的片段動機由其餘弦樂及木

管在三個八度上強力的齊奏，其力量足以和對位旋律互相抗衡。 
第一主題第三句（312-315 小節）：此處僅有 4 個小節，在結構上屬於

第一主題的後半樂句，而實際上則與呈示部第一主題第二句的後半句（第

70-73 小節）完全相同。 
第一主題第四句（316-323 小節）：與呈示部第一主題第三句幾乎完全

相同（僅在第 322 小節時，第三部長號的 B 音與呈示部相對位置的 G 音有

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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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度性主題 a（324-339 小節）：與呈示部的過度性主題 a 完全相同。 

過度性主題 a’（340-355 小節）：與呈示部的過度性主題 a’完全相同。 

過門第一句（356-367 小節）：此處的過門樂句比呈示部時擴充了 8 個

小節，因此將之分成兩大樂句。第一句是由三個相似的 4 小節句組成，主

旋律是先上行再以附點節奏下行的音階形式，由高音弦樂及高音木管樂器

主導，另有長號及低音弦以相反的方式進行，形成了交錯的線條。定音鼓

的滾奏與低音聲部以屬音做為支撐，而其餘管樂器則以整齊而快速的八分

音符節奏，提供前進的能量與流動的和聲背景。後面的兩個 4 小節句，採

用相同的手法，但調性漸往向上移。 

過門第二句（368-377 小節）：此處基本上是採用呈示部過門樂句第二

部份的素材（但最初的四次切分音是時值飽滿的二分音符），首先以定音鼓

與低音聲部的頑固音型為基礎，突顯出切分音的強奏氣勢。隨著音域往下

及樂器減少而漸弱，最後僅留低音銅管與基礎的頑固音型。最後 2 小節的

連接句，由中提琴開始以間歇式的三連音音型構築活潑的節奏氛圍，並連

接到下一樂句。 

第二主題第一、二句（378-397 小節）：結構與素材均與呈示部第二主

題第一、二句相同，但調性轉到 F#大調。配器也略做修正，低音管加入主

題的行列，形成了豐富完整的木管族群音色，對位旋律由小號與法國號搭

配，小號明亮的音色成了主導。第 390 小節起，改由第三部長號與法國號

演奏和聲，取代了呈示部時的低音號與低音管，不過，此處音色的變化並

不顯著。 

第二主題第三、四句（398-413 小節）：結構與素材均與呈示部第二主

題第三、四句相同，但調性轉到 E 大調。配器的改變僅在第三句時，由第

一部小號加入頑固音型的伴奏行列，其餘維持相同。 

第二主題第五句（414-425 小節）：此樂句的結構是工整的三個 4 小節

句，在前 8 小節時，與呈示部第二主題第五句大致相同，僅有配器稍做調

整：長笛取代了短笛、低音號改以第三部長號、單簧管代替了低音管的流

動音群（第 418 小節起）、第 421 小節時第二小提琴與中提琴角色互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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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小節起是延續著前面的音樂進行，在樂句最後，定音鼓的滾奏加上小號

與法國號的突強音，帶動強大能量進入下一個樂段。 
命運主題動機第一句（426-435 小節）：速度轉慢（Poco meno mosso），

命運主題的動機首先在低音銅管出現，然後以每 2 小節為單位，由管樂分

組輪流傳遞。定音鼓的滾奏加上低音提琴和第二低音管的持續長音，穩固

了和聲的基礎。弦樂部份整齊的承續由前一樂句而來的下行級進音型，並

以顫音的奏法更為強烈的推動前進的力量。最後 2 小節時，銅管與木管合

併，將命運主題動機以最強烈且豐富的音響呈現出來，而突然拉高音域的

弦樂，更提供了無比燦爛的背景，營造了極佳的戲劇性張力。 
命運主題動機第二句（436-443 小節）：速度變快（Molto vivace），命

運主題的節奏動機由小號與法國號以強烈的力度登場，兩種樂器各以八度

齊奏，呈現出嘹亮且飽滿的銅管樂器音響，而此處以主調（e 小調）的屬音

現身，更具有主導調性的重要意義。在伴奏的部份，單簧管與低音管結合

低音弦（第二小提琴於樂句後半時加入），以三度重疊的迴轉式音型，從低

音區逐漸向上推進，藉著從灰暗逐漸明亮的音色變化，不斷推升音樂的能

量，而弦樂的顫音更具有營造戲劇性張力的效果。 
命運主題動機第三句（444-451 小節）：接續前一樂句的進行，長笛與

雙簧管以高八度加入命運主題的節奏動機，而第一小提琴取代低音提琴的

迴轉式音型，這兩個配器的變化使得音響更為明亮豐富。另一方面，小號

的三連音製造了交錯的節奏性，而主題動機的切分音，則增加了更為急切

的推進力量，在樂句最後，轉為三連音的節奏，熱烈的推向下一樂句的強

力總奏。 

小尾聲（452-471 小節）：前一樂句推動的能量，在此到達一個高點，

首先，全體總奏以強烈飽滿的和聲出現，弦樂的快速上行音群填補了和聲

音響的空檔。調性轉到色彩明亮的 G 大調，但是，和聲的進行是較為柔性

的 IV－I，這是作曲家所偏愛的模式。隨後，樂團以簡捷有力的強奏和弦，

持續推進音樂的動力，當定音鼓重新出現時，整體以屬七和弦將調性轉到 B

大調。第 463 小節起，定音鼓的滾奏以最強的力度持續到樂句末尾，樂團

總奏的間格拉長，最後漸慢下來，飽滿有力的停在 B 大調的主和弦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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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個持續推進的動能，終於到達最強烈的高點，其和聲也為下一樂句

進入 E 大調的命運主題做準備。在音響最為豐富飽滿的長音結束之後，藉

由長的休止符做為緩衝，準備進入以命運主題開始的尾奏樂段。 

 

 尾奏的篇幅與發展部相當，而音樂的內容也非常豐富。首先以命運主

題為始（與序奏前後呼應），再以過度性主題進行發展，最後使用〈第一樂

章〉第一主題的動機做為總結，燦爛的結束全曲。這可說是柴科夫斯基運

用循環主題最為精湛的一個部份。 

前導（472-473 小節）：轉為 4/4 拍，「非常莊嚴的中板」，調性轉回本樂

章開始時的 E 大調。由定音鼓、銅管及弦樂構成的主三和弦（除小號及第

一小提琴外），以規律的節奏進行提供穩定的伴奏背景，全體木管在兩個八

度上齊奏頑固的三連音級進音型。藉由這個前導樂句鋪陳了一個盛大、莊

嚴並含有進行曲風格的氛圍，準備迎接命運主題英雄式的登場。 

命運主題第一句（474-481 小節）：命運主題由弦樂在三個八度上的齊

奏現身，其音域比樂章開始的導奏高出兩個八度，因此色彩更為燦爛、明

亮。另有第一部小號主導一條對位旋律，並以兩部法國號在低八度與之齊

奏。此對位旋律所具有的大跳及附點節奏，配合銅管樂器光輝銳利的音色，

表現出雄壯的進行曲風格（見譜例四之 31）。伴奏的部份，木管持續著三連

音音型，而低音聲部亦保持規律穩定的節奏進行。 

 

譜例四之 31：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四樂章〉，第 474-477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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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主題第二句（482-489 小節）：長笛加入弦樂的命運主題，雙簧管、

單簧管與法國號提供和聲的支撐，而小號間歇式出現的號角動機，更增添

了進行曲的氣氛。原本穩定規律的低音聲部，改以三連音音型提供流動性

的伴奏背景。在樂句最後，弦樂以快速顫音，主導一列上行音階做為橋樑，

將音樂帶入更為雄壯、熱烈的下一樂句。 

命運主題第三句（490-496 小節）：全體總奏盛大的登場，在雙簧管的

齊奏之下，小號以其燦爛嘹亮的音色主導命運主題的進行。高音弦樂延續

前一樂句帶入之顫音奏法，結合長笛以快速音群製造強烈而熱切的流動能

量，其餘樂器構築了飽滿豐富的和聲，並穩定了節奏的進行。命運主題由

此開始進入力量最強、音響最豐富的大高潮。 

命運主題第四句（497-503 小節）：持續前一樂句全體總奏的進行，並

在逐漸統合樂團全體的節奏之後，將音樂推進到一個巨大、熱烈、燦爛的

最高潮。 

過度性主題第一句（504-511 小節）：拍子轉為 2/2 拍，速度轉快成為急

板（Presto）。首先由長笛、單簧管與兩部小提琴以過度性主題 a 的動機進

行發展，由弱奏開始隨著逐漸爬升的音域而漸強，雙簧管與中提琴隨後加

入，定音鼓則在最高點時以最強的滾奏增強氣勢。對位旋律（以第一主題

動機為素材）在低音聲部進行，小號與法國號以規律的節奏提供和聲的支

持。 

過度性主題第二句（512-517 小節）：此樂句反覆前一樂句的素材，但

減少 2 小節。 

推移第一句（518-525 小節）：樂句前半時，高音木管與高音弦樂在三

個八度上齊奏第二主題動機的變形，伴奏部份則以規律跳進的四分音符為

主。到樂句後半時，主題轉為逐漸下移的上行音群，而伴奏部份，因為規

律出現的四分休止符產生了循環的節奏模式。在這個樂句裡，使用簡樸的

素材，但持續著最強的力度與靈活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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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第二句（526-537 小節）：此樂句以每 4 小節為單位分成三部份，

在第一部份，長笛與兩部小提琴延續前一樂句的進行，齊奏著逐漸上移的

上行音群，中提琴間歇式的加入，其餘樂器以切分音的節奏提供和聲的支

持。第二部份時，定音鼓開始加入，全體轉為規律的二分音符節奏，和聲

豐富飽滿，並以高音聲部的上行旋律為主導，而小提琴與中提琴的顫奏提

供急切的戲劇性張力。第三部份則以帶有切分音的旋律，配合簡捷有力的

伴奏，繼續推動音樂前進的能量。 

推移第三句（538-545 小節）：整個樂句由間歇的上行音群，配以強拍

上厚重的四分音符強奏和弦，持續進行 8 個小節。此處這個不斷反覆的頑

固式手法，強烈並具有震撼性，藉此統合了從進入尾奏之後就一直被推進

的音樂能量，準備進入全曲最後的高潮。 

回顧第一樂章第一主題動機（546-553 小節）：拍子轉為 6/4 拍，速度轉

慢。尾奏的音樂到此進入了最後的強烈高潮，但和聲再次於主和弦與下屬

和弦之間進行傳遞，表現出作曲家對這種較為柔性的和聲色彩之偏愛。第

一樂章第一主題的動機，轉化成英勇雄壯的號角式音型，在樂團全體以厚

重的和聲及規律的節奏支撐下，先由音色嘹亮的小號以四個強（ffff）的力

度帶出，然後傳遞給法國號，再交回小號。雙簧管則以其尖銳的音色，在

背後增強這個號角音型的力量。 

結束句（554-565 小節）：小號與雙簧管將主題動機做結束之後，由弦

樂以顫奏接續其下行的音型，而和弦總奏依舊保持厚重有力。最後，下行

的音型反轉向上，在到達最高點之後，短暫休止，隨即回落於穩定厚實的

低音區，由定音鼓的滾奏帶動，俐落的結束在 E 大調的主和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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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音樂詮釋與指揮法分析 

 柴科夫斯基融入個人豐沛的情感以及流暢綿密的音樂語言，創作出這

首深刻而具有豐富內容的《第五號交響曲》，除了每個樂章有其獨特的表現

風格之外，他所精心設計，用以貫穿全曲的命運主題，也以不同的面貌在

各樂章中出現。在本節中，筆者將以前一節樂曲分析的樂句結構為基礎，

按照樂章的順序進行音樂詮釋以及指揮法的分析論述，除了探討速度、力

度、節拍及演奏法等音樂進行的實際層面之外，也會深入分析這些客觀外

在的音符與術語中所隱含的內在意義與情感。 
 

 

 在〈第一樂章〉中，就全部主要主題的音樂風格而言，序奏的命運主

題具有陰鬱、深沉的性格，表現出一種黯淡的心情（請參考譜例四之 3）；

呈示部的第一主題是精神抖擻的快板，具有活潑的節奏與強烈的律動性（請

參考譜例四之 5）；第二主題的旋律非常優美，帶有多愁善感的情緒內涵（請

參考譜例四之 10）；在這兩個對比的主題中間，另有一個過度性主題，其音

樂富有深刻的情感，同時因力度變化快速而具有豐富的戲劇性（請參考譜

例四之 7）。整個力度的安排，最強的幅度是 fff，分別出現在各個樂段的最

高潮，最弱的幅度是 ppp，僅在呈示部的開始以及樂章結束前被使用。 

 

 命運主題第一句（1-10 小節）：樂曲以行板開始，拍子為 4/4 拍，速度 = 
80（此速度具有流暢性，若稍慢些則可表現沉穩、內斂的感覺），指揮時以

每小節四拍為基本打法。作曲家在此藉由單簧管低音區（chaureameau，簫

魔管音區）深沉、豐富的音色，表現出一種沉重的內在情感，指揮必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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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掌握這個帶有無奈、黯淡的情緒，在給出預備拍之前就要先醞釀此種氛

圍。低音弦樂的部份標示有「沉重而飽滿的」（pesante e tenuto sempre）術

語，雖有休止符間隔，但每個和弦都要足夠一拍的長度，因此，除了以穩

定的手勢引導單簧管的主題之外，也要兼顧低音弦樂的和聲音響之時質。

在力度的安排上，整個樂句由弱奏（p）開始，進行到中強（mf），再回到

弱奏，隨著力度的增強應加重擊拍的能量。在兩次最高點（第 4、6 小節）

之後均隨即暗示力度轉弱，此時除了表面上的力度變化之外，還帶有一種

歎息式的語氣，這亦是指揮者須掌握的音樂內涵。另外，第 10 小節的漸強

必須小心處理，最強時盡量不要超過 mf 的幅度，否則將會顯得過份而不自

然。（請參考譜例四之 3） 
 命運主題第二句（11-20 小節）：此樂句的結構與配器均與前一樂句相

同，但樂句開始時的低音弦樂改以圓滑飽滿的長音符取代了斷續式的塊狀

音響，因此，在帶領單簧管主題前進的同時，應一邊以柔和的手勢引導低

音弦樂的和聲進行。在力度方面，此樂句的設計與前一樂句相似，但改以

漸強進入第一次的最高點，且兩次最高點均增強到強奏（f），此時的動作就

要比前一樂句更有力量。在第 20 小節的最後，作曲家以附有延長記號的休

止符將此樂句與下一樂句做一明顯的區隔，指揮在結束最後一個和弦（e 小

調屬和弦）之後，應稍做暫停，然後再重新給出預備拍引導接下來的音樂。 
 命運主題第三句（21-32 小節）：樂句開始除了力度減弱為 pp 之外，作

曲家將兩支低音管加入，取代了大提琴的和聲位置（大提琴到第 24 小節才

回復）。雖然低音管與單簧管的搭配有著極佳的融合性，但此處由於 pp 的

力度不易掌控，指揮須給予充分的預備拍，協助低音管的弱奏。除此之外，

這整個樂句的力度設計也比前面兩句更富戲劇性：第一、21 至 26 小節，幾

乎每小節有不同的力度，依 pp－mf－f－mf－p－mf 的順序進行變化（請參

考譜例四之 4）；第二、28 及 30 小節的突強（sf）都是在漸弱的末尾出現，

由於這個主題已經是第三次現身，而前兩次都是自然的漸弱，此處突然改

變的突強音具有令人意外的震撼性；第三、本樂句的結尾（31-32 小節）以

漸強漸弱作收。上述這些力度的變化使音樂的表現更為豐富，指揮應能完

全瞭解與掌握，以便預先對樂團做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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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運主題第四句（33-37 小節）：這是整個序奏的結束句，隨著音樂逐

漸減弱，應慢慢將動作的幅度縮小，在帶出最後的 e 小調屬和弦之後，靜

待此五拍的長音結束，輕輕的做出收音的動作，隨後並稍做暫停，準備轉

換情緒，進入快板的呈示部。 
 

 前導（38-41 小節）：進入呈示部之後轉為 6/8 拍子，「生氣蓬勃的快板」

（Allegro con anima），若依作曲家所指示的速度（  = 104）可以帶出很

好的流動性，但若稍慢些（約  = 90）則具有較為穩定的風格。指揮時以

每小節兩拍為基本打法。在結束序奏的音樂之後，必須以新的速度給預備

拍，以帶出全體弦樂聲部，而此處的力度為 ppp，所以擊拍動作不宜過大。

由於這個前導句的首要之務就是建立一個穩定的速度，讓接下來吹奏主題

的單簧管與低音管可以順利進入，因此，拍點必須清楚，同時內心唱準每

拍三個音的節奏，以避免在休止符時發生速度不穩的狀況。（請參考譜例四

之 5） 

 第一主題 a 樂句（42-49 小節）：由第一部單簧管與第一部低音管齊奏

的主題是以弱起拍的節奏開始，因此，清楚的點出第二拍是很重要的，隨

後，除了帶領主題繼續前進之外，仍需注意保持弦樂部份之穩定進行（請

參考譜例四之 5）。在力度方面，為了表現主題細膩的漸強與漸弱，可以使

用左手協助提示之。第 49 小節的第二拍時，應以清楚的點帶出第一部長笛

和第二部單簧管的上行音階。 

 第一主題 b 樂句（50-57 小節）：持續帶領主題及伴奏的弦樂聲部穩定

前進，此時主題轉由長笛擔任，音色比前一樂句來得明亮。在第 53 小節第

二拍時，應提示第二部長笛及第一部單簧管加入吹奏主題，並注意從第 55

小節起，弦樂的力度變化轉為與主題一致的漸強漸弱。第 57 小節時，除了

帶出低音管和單簧管的交替式音群之外，也不要忽略第四部法國號的長

音，而在第二拍時，可以將身體轉向小提琴的聲部，以明確的手勢提示主

題的進行。（請參考譜例四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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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主題 a’樂句（58-65 小節）：這是從樂曲開始以來首次由小提琴擔

任主題的聲部，比起前面的配器音色，此處顯得明亮許多。在此，首要工

作是帶領小提琴和中提琴齊奏的主題，但仍須注意打出清楚的拍點，讓低

音弦樂和長笛、雙簧管及法國號的伴奏部分得以保持穩定的速度進行，並

藉此穩固了單簧管和低音管的快速流動音群。 

 第一推移部 I 第一句（66-73 小節）：這個樂句開始於前一小節的第二

拍之後，屬弱起拍的形式，而接續的長笛、雙簧管及中提琴所輪奏的短小

上行音群，也都是在拍點之後出現，因此，給出準確而肯定的點可以幫助

這些聲部流暢的銜接。第 67 小節的三支長號及第 68 小節的定音鼓都是首

次出現，應給予清楚的提示。第 68 小節，在引導由第一小提琴主導的第一

主題片段動機時，也不可忽略長笛和單簧管以 ff 的力度吹奏的快速音群。

後半樂句（第 70-73 小節）大致可循前半樂句的重點來進行。 

 第一推移部 I 第二句（74-83 小節）：此處先將前一樂句的音樂加以完

全反覆，直到第 81 小節第二拍之後才做改變。指揮可先依前一樂句所提之

重點部份來帶領樂團，在第 81 小節第二拍時轉以更強的能量帶動整體強烈

的氣勢，並持續推動這股能量。到第 83 小節第二拍時，以更強的手勢，準

備帶出接下來的樂團總奏，並藉此指示第三部長號與低音號（首次出現）

的加入。 

 第一推移部 II 第一句（84-89 小節）：首先，以堅定而強烈的動作來帶

領樂團整齊的附點節奏動機，隨後再抓穩拍點上的長號與法國號，藉以穩

住交錯傳遞的快速音群。第 88-89 小節，在整體豐富的音型中，應特別指示

長號所吹奏的第一主題動機。從這個樂句起，音樂將以更強的能量向前推

進，除了力度增強之外，也提高了整體節奏的緊湊性，而銅管樂器及定音

鼓具有震撼性的音響也更為頻繁的出現。 

 第一推移部 II 第二句（90-95 小節）：這個樂句模仿前一樂句的進行，

但調性提高完全四度至 e 小調，音樂的張力也自然的升高。基本上可依前

一樂句的方式來進行，但應持續注入更多的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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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推移部 II 第三句（96-99 小節）：此處是以厚重的和聲音響為主要

素材，並以管弦分群的配器手法交替進行。作曲家運用音色對比及漸趨緊

湊的音響交替來增加音樂的張力。指揮除了持續以強有力的手勢來帶領樂

團之外，應以具有彈性的拍點來帶動附點節奏，並穩定的掌控第 98-99 小節

Hemiola 的節奏模式。 

 第一推移部 III 第一句（100-107 小節）：首先將重點放在法國號和上三

聲部弦樂輪奏的第一主題動機，這是自樂曲開始以來首次出現 fff 的力度等

級，因此必須表現強烈的氣勢，而為了避免法國號的主旋律被遮蓋，長號

及低音號僅使用 ff 的力度。從第 104 小節起，樂團總奏的力量匯集起來，

指揮以帶動弦樂的主旋律為重點，並注意反向進行的第一、二部長號，以

及小號和雙簧管的附點節奏之穩定，同時在重拍上明確的指示突強音，持

續以最強的能量推動音樂向前進行。 

 第一推移部 III 第二句（108-115 小節）：這個樂句是第一主題群的最後

一句，也是最強的高潮，指揮需持續前面樂句所推動的能量，以強有力的

動作帶領樂團全體以 fff 的力度前進，此時要注意銅管部分的和聲以支持主

旋律為原則，不可過強而喧賓奪主。第 112 小節時，提示定音鼓的滾奏以 p

的力度加入，之後隨即漸強，以更為急切、熱烈的情緒推向最高點。 

 過度性主題第一句（116-123 小節）：此樂句開始的突強音是藉由前一

樂句的高潮所延續過來，因此要將前一樂句強奏的氣勢一氣呵成的帶入，

隨後，應立即縮小動作指示突然轉變的弱音。在這個戲劇性的轉折之後，

作曲家標示著「富有表情的」（molto espr.）術語，並要求幅度頗大的漸強

與漸弱，因此，除了以逐漸擴大與縮小的明確動作來引導這力度變化之外，

也要注意內在情感的深刻表現。雖然此樂句的結構清楚的劃分為前半句與

後半句，但整句應不間斷的連結起來，而後半句的力度要比前半句更為增

強。除此之外，對於木管樂器的穿插音型也應給予明確的指示。（請參考譜

例四之 7） 

 過度性主題第二句（124-127 小節）：此樂句由於結構上的縮減，力度

的變化也隨之更為緊湊。首先藉由前一樂句的漸強帶入本樂句的突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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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隨即漸弱，並以相同的手法反覆一次。這個力度上快速的突強並減弱

的過程，非常細膩的隱含著如同嘆息一般的情感，具有很大的音樂張力，

因此，在處理表面的強弱變化時，也要注意營造內在情感的力量。另外，

與前一樂句相同，此處也需將前半與後半樂句完整的連結，並對木管樂器

穿插音型做出提示。 

 過度性主題第三句（128-131 小節）：作曲家在樂句的開始標示著「稍

減激動」（Poco meno animato）的術語，而前面兩個樂句中豐富的漸強與漸

弱之力度變化，在此也轉為統一的 ff 強奏，到了樂句最後才自然的漸弱下

來。指揮除了帶領主題前進之外，也要提示重新加入的低音提琴，並特別

注意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半音進行所產生的和聲色彩變化。在速度的處

理上，為了配合「稍減激動」的音樂表現，可將速度稍微放慢，到第 131

小節時再依作曲家的指示「加快」（string.），帶領單簧管與低音管的經過性

上行音群加快速度前進。 

 過度性主題第四句（132-139 小節）：此樂句是以過度性主題第一句為

基礎進行反覆，不僅主題一樣，其漸強、漸弱的力度變化也大致相同，基

本上可參照前述的模式來進行，但需特別注意因配器不同而改變的音樂內

涵：由於主題改以音色明亮的木管群擔任，加上弦樂以具有跳躍效果的撥

奏做陪襯，使得此處的音樂多了一份輕巧、流暢的感覺。在樂句的整體性

方面，由於木管樂器需要換氣的關係，很難將前半句與後半句不間斷的連

結起來，因此在第 135 小節時，除了要求雙簧管與單簧管盡量保持附點二

分音符的時值之外，可藉由低音管和法國號協助飽滿的長音。此外，為了

獲得音響的平衡，法國號及第三部長號的力度要比木管弱一至二個等級，

這亦是要特別注意掌握的部份。 

 過度性主題第五句（140-151 小節）：在這個樂句中最主要的就是掌握

管樂（特別是第一部法國號）與弦樂之間如對話一般的音樂進行。從第 140

至 143 小節，以優雅的線條帶領管樂的圓滑奏，再以清楚的點指示輪流出

現的弦樂撥奏，並注意由 p 到 pp 的力度變化。第 144 至 147 小節，以穩定

均勻的手勢引導管弦之間的交互傳遞，而弦樂（低音提琴之外）應以弓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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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稍為靠近指板拉奏，營造柔和的音色及 pp 的力度（請參考譜例四之 8）。

第 148 至 151 小節，清楚指示第一部法國號及第一小提琴的旋律交替，並

注意由 pp 到 p 的力度變化。 
 第二推移部（152-169 小節）：這個推移部以活潑的律動表現出積極向

前推進的動力，與前面的過度性主題所保有的深刻情感有著極大的對比。

在結束前面柔和優美的音樂之後，應轉以強有力的動作打出預備拍，指示

全體弦樂以 ff 的力度強力撥奏，並繼續以此動能帶領由低音弦向高音弦傳

遞的琶音音型。在速度方面，為了表現出作曲家所標示的「略增激動」（Un 
pochettino più animato），可將速度加快，但不可過於急躁。從第 154 小節起，

作曲家以管樂與弦樂相互交替來製造鮮明的音色對比，指揮應先以具有彈

性的拍點來帶領管樂活潑的律動（此時注意法國號的切分節奏與其餘木管

不同），再以較為圓融的線條引導弦樂的圓滑奏，並在漸強的最高點時指示

低音提琴的撥奏（請參考譜例四之 9）。在樂句最後（第 169 小節），可將速

度稍做漸慢，準備進入第二主題。 
 第二主題第一句（170-173 小節）：作曲家在此標示著「非常寧靜的」

（Molto più tranquillo），並減慢速度（  = 92），同時指示小提琴的主題以

「極富歌唱性與情感表現」（molto cantabile ed espr.）來演奏。為了貼切表

達這個優美又帶有多愁善感特質的音樂，筆者建議以更慢的速度（約  = 
70）來演奏。指揮應以柔和優雅的手勢來帶領兩部小提琴的主題，並隨著

旋律的起伏，將音樂凝聚至第 172 小節的高點之後再漸漸緩和下來。由於

此主題具有 Hemiola 的節奏，有可能會干擾伴奏聲部的節奏之穩定性，所

以必須仔細傾聽整體伴奏聲部，並給予明確的拍點來引導之。（請參考譜例

四之 10） 
 第二主題第二句（174-181 小節）：首先清楚點出正拍上低音提琴的撥

奏，給這個樂句一個新的開始。從第 176 小節起，除了以逐漸加大與縮小

的手勢帶領力度的漸強和漸弱之外，更要以豐富的肢體動作及臉部表情來

引導這個經過擴張的主題所帶動的深刻情感與音樂張力。在這過程中，速

度的進行可以有些彈性，隨著強弱的起伏略微加快與減慢。在配器上注意：

中提琴加入之後，主題擴充為三個八度，音響更為飽滿渾厚；全體木管及

第三、四部法國號在漸強時協助增加整體和聲音響的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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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主題第三句（182-185 小節）：此處基本上可依第二主題第一句的

方式來進行，但因配器及力度都擴增了，因此指揮的動作要稍微加大，而

在帶領主題前進的同時，也要注意法國號新加入的獨立音型。此樂句最後

時（第 185 小節），準備提示下一樂句銅管及定音鼓的強奏。 

 第二主題第四句（186-193 小節）：首先，必須強力而堅定的指示此樂

句開始的銅管和定音鼓的八分音符強奏，這個強奏具有一種強烈宣告的意

味，在此之後，音樂就逐漸轉為積極、熱情。第 188 小節時，力度突然轉

弱之後再漸強，並逐漸加快速度。此處的變化具有戲劇性，其作用在於拉

大漸強的幅度，並配合速度的加快帶動更多音樂的能量，指揮應快速縮小

動作以暗示瞬間轉弱的力度，隨後就逐漸擴大手勢帶起漸強，並漸漸加快

速度、注入能量，繼續將音樂推向更為熱烈的境地。 

 小尾聲第一句（194-197 小節）：由前一樂句逐漸累積堆疊的能量，到

此爆發了出來，樂團再次出現 fff 的力度（首次的 fff 出現在第一推移部）。

指揮應以熱烈、強力的動作來帶動全體總奏的高潮，並將重點放在銅管樂

器所輪流吹奏的第一主題動機（定音鼓的滾奏僅有 ff 的力度，不可過強）。

在速度方面，經過前面的加快之後，此處回到快板（Tempo I），指揮在樂句

的開始就要將速度確立下來。 

 小尾聲第二句（198-205 小節）：首先應以強力並具有彈性的拍點帶領

律動強烈的樂團總奏，再指示以小提琴為主導的上行音階做漸強。後半樂

句可依前半樂句來指揮，而整個樂句應該持續著高潮的能量。 
 小尾聲第三句（206-213 小節）：作曲家首先以減值的手法來處理前一

樂句的素材，指揮可先參照前一樂句的方式來帶領樂團，但注意隨著力度

漸減而縮小擊拍的動作。後半樂句以節奏性的動機為主，因此拍點要清楚

而具有彈性。 
 小尾聲第四句（214-225 小節）：此樂句延續前面的音樂素材，但配器

已大幅縮減。此時應以清楚的拍點來指示管樂的節奏性動機以及弦樂傳遞

式的上行音群，除了使其流暢的銜接之外，還要注意每 4 小節降低一個力

度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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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第一句（226-234 小節）：首先，帶領由中提琴開始

並在弦樂間進行傳遞的第一主題動機（保持其一貫的漸強漸弱模式），同時

以清楚的拍點引導以低音弦樂為主的伴奏聲部。在這個基礎上，管樂的下

行跳進動機就可以穩定的穿插進行。第 230 小節時，稍稍擴大手勢，藉由

漸強將整體力度由 p 帶至 mf，並以 mf 的力度繼續推動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下

行音階。第 232 小節時不要忽略第四部法國號的和弦根音。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第二句（235-243 小節）：作曲家在此以不同的調性、

配器及力度，將前一樂句的素材做一反覆。指揮可參照前一樂句的方式來

進行，但要注意提示弦樂以不同的順序來傳遞第一主題動機，以及長笛在

第 240 小節時加入等配器上的改變。另外，由於力度增強，使得整體音樂

更為活躍，所以必須投入更多的能量來帶動。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第三句（244-254 小節）：在前面的強奏之後，此樂

句的開始先突然轉為 p 再漸強至 f，指揮先將動作縮小帶進這個弱奏之後，

隨即擴大手勢做漸強（注意低音號始終弱奏），並帶領大提琴的下行音階前

進。在接下來兩次模進中，注意每次都從 p 的力度開始，而且不要太早漸

強，因為那將會減低此弱奏所能帶起的戲劇性張力。從第 251 小節起，開

始提示管樂加入，並擴大手勢帶動漸增的力度，到第 254 小節時，再以更

為堅定的氣勢帶領樂團進入下一樂句。此時要注意：銅管與定音鼓以較低

的力度等級加入之後再做漸強，除了避免了遮蓋弦樂的上行音階之外，也

拉大音量變化的幅度，有效提升了音樂前進的能量。 

 發展第一推移部 II 動機第一句（255-260 小節）：由前一樂句所推動的

能量在此到達一個強奏的高點，指揮首先應以強而具有彈性的拍點來帶動

樂團整齊有力的節奏，這個節奏與呈示部第一推移 II 第一句（第 84 小節）

稍有不同，此處是以十六分休止符取代了附點音符，表現出更為果決的意

念。接著，在帶領木管與高音弦樂交錯傳遞的快速音群時，也不要忽略低

音管與低音弦樂的下行音型所具有的推進動能。第 259 及 260 小節時，注

意十六分休止符與附點音符兩種節奏相互對置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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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第一推移部 II 動機第二句（261-268 小節）：此樂句先以模進的方

式重現前一樂句的素材，指揮可以參照前一樂句的重點來進行。第 267 小

節時轉以帶領管樂的節奏性動機，並逐漸縮小動作暗示力度漸弱，至第 268

小節時提示低音號和低音提琴加入。 

 發展過度性主題（269-276 小節）：在此應將重心放在弦樂以卡農的形

式所演奏的過度性主題。與呈示部一樣，此主題表現出深刻的情感，雖然

在伴奏背景中有管樂較為活潑的節奏性動機，但指揮的線條仍以圓滑連結

為主，並注意樂句漸強漸弱的交互進行。在第 272 及 276 小節時提示低音

號及低音提琴加入。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277-284 小節）：此樂句中，由木管樂器主導的第

一主題動機具有活躍的律動性，指揮應以清楚而具有彈性的拍點來提示逐

漸加入的樂器，並藉此帶動伴奏的弦樂部份之短促八分音符節奏。在力度

的表現方面，為了讓主題清楚的呈現，木管始終比弦樂強一個等級，而在

漸強的過程中，仍要以主題為重。後半樂句可比照前半樂句的方式來進行，

但注意法國號的部份由第三部取代了第一部。 

 發展第二推移部動機（285-296 小節）：定音鼓與低音銅管在休息兩個

樂句之後重新加入，此時應給予明確的提示，並以強而有力的動作帶出節

奏整齊的第二推移部動機，隨後，再以相同的能量及穩定的速度帶領木管

與弦樂的音群輪動。此相同的節奏型態一共反覆了四次，為了避免流於機

械化的進行，應在每次反覆時注入新鮮的能量。第 293 小節起，應掌握因

節奏的減值壓縮而帶動的緊張度，逐步將音樂推進至下一樂句發展部的最

高潮。此時在配器上注意小號的加入，以及第三部長笛暫時休息，準備更

換為短笛。 

 發展第一主題動機（297-308 小節）：由前一樂句所推動的能量到此爆

發出來，這是發展部的最高潮，指揮應以強烈的氣勢帶動整體樂團的總奏。

從第 297 至 300 小節，要掌握豐富的音樂織體：以第一主題動機為主導，

並帶動低音聲部的下行線條與銅管的和聲（相互交錯的 Hemiola 節奏）所

營造的推進能量，以及定音鼓由 p 到 ff 滾奏的力度漸強。第 301 小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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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以強勁的力量帶領四次對話式的音樂進行，此時注意節奏的細微差異

所產生的語氣變化：先行的問句是飽滿的附點音符，表現較為寬廣圓融；

含有十六分休止符的答句則顯得果決，而在第 306 及 308 小節時，樂團全

體統一的節奏更增添了強烈的氣勢。 

 過門（309-320 小節）：經過前一樂句的高潮之後，在此逐漸緩和下來，

隨著配器遞減，力度也逐漸弱下（以每兩小節為單位由 ff 降至 pp）。指揮應

配合力度的變化而縮小動作，但要保持拍點的彈性，以帶動法國號與樂團

之間規律而富有節奏性的對話式進行。第 317 小節起將動作放柔指示法國

號的長音及低音弦樂時值飽滿的附點二分音符。第 319 小節時，輕輕帶出

第三、四部法國號之後，再以流暢的手勢引導低音弦樂，並以此穩定的速

度進入再現部。 
 

 第一主題 a 樂句（321-328 小節）：依照前一樂句最後兩小節所鋪陳好

之力度與速度的氛圍，自然的將低音管的主題及弦樂的伴奏帶入。在音樂

的表現上大致循著呈示部第一主題 a 樂句的模式進行，但注意配器減輕了

（省去單簧管及第一小提琴）。另外，有關此樂句細膩的和聲手法（見前一

節之樂曲分析）也是指揮需要瞭解與掌握的。 

 第一主題 b 樂句（329-336 小節）：作曲家在此省去了弦樂的規律性伴

奏，有如解開束縛一般，讓主題獲得自由發揮的空間，而整個樂句全由木

管擔綱，也顯得優雅、輕巧。指揮應以圓滑、柔美的手勢引導單簧管和長

笛的優美旋律線條，並以清楚的拍點指示其餘對位聲部準確加入，使整體

保持穩定的速度前進。 

 第一主題 a’樂句（337-344 小節）：除了注意主題下行二度改以時值飽

滿的附點節奏（第 339、340 小節及 343、344 小節）之外，此處與呈示部

第一主題 a’樂句完全相同，指揮可依前述之重點來進行。 

 第一推移部第一句（345-356 小節）：此處與呈示部第一推移部 I 相似，

依前述之重點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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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推移部第二句（357-364 小節）：首先，明確點出弦樂與管樂交替

出現的音群與簡短動機，並注意銅管以較弱的力度維持整體音量的平衡。

到第 362 小節時，逐漸擴大手勢，帶動漸強的能量，將音樂推進至下一樂

句強奏的高潮。 

 第一推移部第三句（365-372 小節）：此樂句與呈示部第一推移部 III 第

二句相似，指揮可依前述之重點來進行，但注意配器的改變（雙簧管改吹

奏和聲，定音鼓未使用）。 

 過度性主題第一句（373-380 小節）：此處與呈示部過度性主題第一句

相似（僅調性移升二度），依前述之重點來進行。 

 過度性主題第二句（381-384 小節）：此處與呈示部過度性主題第二句

相似（僅調性移升二度），依前述之重點來進行。 

 過度性主題第三句（385-388 小節）：此處與呈示部過度性主題第三句

相似（僅調性移升二度），依前述之重點來進行。 

 過度性主題第四句（389-396 小節）：此處與呈示部過度性主題第四句

相似，指揮可依前述之重點來進行，但注意配器的改變：兩部小號取代第

三、四部法國號；低音提琴更為精簡的使用。 

 過度性主題第五句（397-408 小節）：此處與呈示部過度性主題第五句

相似，指揮可依前述之重點來進行，但注意配器的改變：小號和長號取代

了法國號；低音提琴與其餘弦樂結合，並改以弓拉奏。 

 第二推移部（409-426 小節）：此處與呈示部第二推移部相似，依前述

之重點來進行（在配器上的改變並不明顯，僅將法國號第一、二部和第三、

四部的角色互換而已）。 

 第二主題第一句至第四句（427-450 小節）：整個第二主題群與呈示部

第二主題群相似，依前述之重點來進行。 

 小尾聲第一句至第三句（451-470 小節）：此處與呈示部小尾聲第一句

至第三句相似，依前述之重點來進行。 

 小尾聲第四句（471-486 小節）：從第 471 至 478 小節，仍依呈示部小

尾聲第四句的方式進行。第 479 小節起，應隨著逐漸壓縮的節奏以及漸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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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力度而擴大手勢並注入更多能量，到第 485 小節時，特別指示定音鼓及

低音銅管加入，並以強有力的動作帶起樂團的強奏及更為緊湊的節奏，將

音樂熱烈的推進至最後的尾奏樂段。 

 

 尾奏第一句（487-494 小節）：在音樂的表現上，此處應是興奮激動的，

除了木管的斷奏帶起躍動的感覺之外，高音弦樂的顫奏也增加前進的動

力，而短促、規律的伴奏和弦則恰如精神抖擻的踏步向前一般。指揮應掌

握前一樂句所推進的能量，以此繼續帶領在木管與高音弦樂之間傳遞的第

一主題動機，並以穩定的拍點指示銅管、定音鼓及低音弦樂的伴奏和弦（避

免因激動的情緒而不自覺的加快速度）。另外，在第一個強奏之後應隨即將

力度減弱，並維持弱奏的進行，以醞釀下一樂句更有張力的漸強表現。 

 尾奏第二句（495-502 小節）：這個樂句具有推移的性質，在音域逐漸

向上拉升以及力度漸強之下，不斷累積音樂的能量。在此要妥善設計整個

樂句的漸強（不要太早到達極限），讓音樂的張力源源不斷的注入，到最後

時（第 502 小節），再以最強的氣勢帶入下一樂句的尾奏最高潮。 

 尾奏第三句（503-506 小節）：此處是尾奏的最高潮，應持續前一樂句

所帶入的強大氣勢，繼續以最強而有力的動作帶領樂團，務使整體音樂保

持在最為激烈、熱切的氛圍之中。 

 尾奏第四句（507-514 小節）：在前一樂句的高潮之後，由此開始逐漸

緩和，而這個漸弱的過程是漸進的，不可突然的大幅轉變。指揮應隨著力

度的減弱以每 4 小節為單位縮小動作，但要注意保持拍點的彈性，以帶領

具有活潑節奏的第一主題動機以及如踏步前進一般的短促伴奏和弦。在第

512 及 514 小節時要特別提示小號加入。 

 尾奏第五句（515-522 小節）：此處基本上是反覆前一樂句的素材，但

力度繼續減弱、音域降低、配器也減輕，使得整體音樂更趨緩和。基本上

可依前一樂句的方式來進行，但將動作縮小，在第 520 及 522 小節時要特

別提示小號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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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奏第六句（523-534 小節）：在樂句開始時，應以小而弱的動作來帶

領由單簧管和低音管齊奏的第一主題動機，並以穩定的速度指示低音弦樂

保持如踏步一般的節奏進行。第 527 小節起，再將動作縮小，帶領低音管

以 pp 的力度吹奏主題動機，並改以圓滑的手勢引導低音弦樂（注意保持與

前面一致的速度），而此處兩次漸強漸弱的力度變化應微幅即可。第 531 小

節時，將重心轉移至大提琴。第 534 小節時，特別掌握定音鼓 ppp 的力度。 

 尾奏第七句（535-542 小節）：由於整體的力度已降至最弱，動作應盡

量輕柔，樂句開始時先將重心轉移至低音提琴，帶領這僅存的流動線條，

並注意掌控低音管和大提琴以最弱的力度演奏長音。第 539 小節，在進入

最後的 e 小調主和弦之後，輕輕的以手勢擴張與縮小帶動漸強和漸弱，然

後再以優雅的動作結束第一樂章。 

 

 

柴科夫斯基的音樂以具有豐富的情感為其重要特色，尤其是在許多作

品的慢板樂章中，例如《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降 b 小調鋼琴協奏曲》、

《第一號弦樂四重奏》以及《第四號交響曲》…等，都可以見到他觸動愛

樂者心靈深處的音樂語言。在此《第五號交響曲》的〈第二樂章〉，除了同

樣以情感豐富著稱之外，在整體氣氛鋪陳以及高潮的營造上，也具有著深

刻的意境與層次。另外，如本章第二節所述，柴科夫斯基以指揮家的角度，

鉅細靡遺的指示速度的進行，有時在幾個小節的樂句中就會出現多次加快

或放慢的速度轉變，藉此表現其豐沛的內在情感。指揮者在處理這些變化

時，應參照作曲家的指示，並以自然為原則。 
 

 前導（1-8 小節）：「稍微自由的如歌行板」（Andante cantabile, con alcuna 

licenza），12/8 拍，每小節打四拍，速度為  = 54，這是非常適合表現出本

樂章優美歌唱性的速度，指揮應盡量以此為中心來帶領這個前導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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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造音樂張力以及表現力度起伏時，可以保持些微彈性，不要淪為機械

化的進行，如此也更能表現作曲家「稍微自由」的指示。此樂句以低音弦

樂溫暖的和聲與融合的音響，為下一樂句的法國號主題先鋪陳一個優美、

柔和的氛圍，因此，在樂曲一開始就應好好掌握這唯美、靜謐的特質，以

優雅、圓柔的手勢來帶領音樂前進，注意保持動作線條的連結性，盡量做

到完全圓融、沒有空隙。在力度方面，這個樂句有兩次漸強與漸弱的表現，

起伏均不可過大，以免造成不自然的感覺，而第二次（第 6 小節）的變化

可稍為明顯一些，以營造層次感。在提示第二小提琴加入時，應使其融入

低音弦樂的音響之中，不可太突兀。第 8 小節時，引導弦樂漸弱至 pp，在

感受那瞬間寧靜的同時，以優雅的手勢引出法國號的主題。 

 主題 a 第一句（9-12 小節）：作曲家在第一部法國號的主題上，標示有

「甜美而具有豐富表情」（dolce con molto espress.）的術語。指揮在帶出主

題之後，應繼續以優雅的動作協助法國號表現出最美的音樂，此時需給予

獨奏者些微自由發揮的空間，而非專制的要求完全按照節拍機械式的前進

（但是三連音的節奏要準確、均勻）。在此同時，也要引導弦樂繼續以溫暖

柔和的和聲音響來支撐法國號的獨奏，特別是每次主題有如嘆息般的二度

下行之後，弦樂（在第三拍）的出現就像一聲親切的回應一般，此兩者之

間應完美的連結起來。第 11 小節時，應注意弦樂的漸強不可太大而影響主

題的表現。（請參考譜例四之 13） 

 主題 a 第二句（13-16 小節）：此處的音樂與前一樂句類似，但作曲家

增加了三個術語，依序為「逐漸活潑」（animando---）、「漸慢」、「持續的」

（sostenuto），來指示更為細膩的音樂表現。指揮應先將前一樂句的感覺延

續過來，再以溫和的方式逐漸增加能量（弦樂應先保持 pp 的力度），並微

微推進速度。到第 15 小節第三拍時，藉由擴大手勢引導漸強的動作將速度

慢下來。第 16 小節時，指示單簧管加入，並以更為圓融的手勢帶領音樂前

進。 

 主題 a 第三句（17-20 小節）：主題繼續由法國號主奏，單簧管在後面

以卡農的方式跟隨，兩者相互交織，如同深情的對話一般。此處應先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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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優美的音樂性，以圓柔的手勢來帶領兩個獨奏樂器，並引導弦樂的和

聲穩定前進。第 19 小節時，逐漸擴大動作指示漸強，並稍稍推進速度帶動

更多能量（animando），在第 20 小節第一拍到達高點之後隨即轉回原速度

（sostenuto）並將力度減弱。 

 主題 a 第四句（21-23 小節）：此處反覆前一樂句的素材，但沒有速度

變化的指示，指揮應如前的帶領法國號與單簧管的卡農，並保持穩定的速

度前進。 

 主題 b 第一句（24-27 小節）：進入主題 b 之後「速度加快」（Con moto，

 = 60），與前面相較並非明顯的變快，但在弦樂的和聲由和緩的長音轉

為活潑的三連音之後，整體就增加了流暢的氣氛。在此僅需稍稍推進速度，

不可急促，務必讓弦樂的三連音保持從容的感覺，並以此穩定流暢的背景

為基礎，優雅的帶領雙簧管與法國號的主題做卡農式的對話。第 25 小節第

三拍起，逐漸增加能量，並再稍稍推進速度，帶起一些激動（animato）的

氣氛。第 26 及 27 小節時特別注意主題二連音與伴奏三連音的交錯節奏必

須清楚的呈現。（請參考譜例四之 14） 

 主題 b 第二句（28-32 小節）：在前一樂句的激動氣氛之後，此處轉為

和緩的 sostenuto（  = 50），指揮應立即將速度放慢，猶如輕踩煞車的感

覺。隨後，在帶領單簧管及低音管的傳遞音型時逐漸將力度減弱，並注意

提示弦樂準確地跟隨主題，而從第 30 小節第三拍起，在引導由低音提琴開

始往上遞增的弦樂聲部時，則應逐漸增強力度。第 32 小節第四拍時，優雅

的帶出大提琴的主題。 
 主題 a’第一句（33-36 小節）：此主題如第一次（法國號擔任主奏）出

現時一樣，須表現出「甜美而具有豐富表情」的音樂內涵，此處由整個大

提琴聲部齊奏，音響顯得更為豐富。指揮在前一小節時就應以 Tempo I（  

= 54）的速度帶出大提琴的主題，進入第 33 小節後，除了帶領主題前進之

外，也須以清楚的點提示輪流出現的管樂對位聲部，特別是由法國號開始，

先傳給單簧管再由低音管接手的回音音型。第 35 小節時，稍稍推進速度並

帶動更多能量（animando），到第 36 小節的高點之後逐漸減弱並放慢速度，

以便接入下一樂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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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a’第二句（37-38 小節）：與前一樂句相似，在此除了繼續帶領主

題前進之外（注意讓新加入的單簧管融入到大提琴的音響之中），也必須以

清楚的拍點來指示其餘對位聲部，並逐漸凝聚能量帶動漸強的張力。 
 推移句（39-44 小節）：在樂句開始有「轉為激動」（Poco più animato）

的標示，指揮應漸進式的加快速度，並以堅決、有力的動作來指示轉趨激

動的音樂，到第 41 小節時，帶入法國號並將力度增強。第 43 小節時將速

度放慢，特別注意大提琴與單簧管 Hemiola 節奏之準確，在第四拍時可以

打出三個細拍，以便明確指示最後一個八分音符。進入第 44 小節之後，速

度回到 Tempo I，音樂在此有了重要的轉折，作曲家利用第一拍的休止符以

及接續的管樂如嘆息般漸弱的長音，將樂句開始所推進的激動能量緩和下

來，準備回到 b 主題，指揮應以第一拍做為預備來帶出管樂的長音，隨後

縮小動作指示漸弱，並在第四拍點出之後將動作稍微拉高，藉此提示下一

樂句的主題。 

 主題 b’第一句（45-48 小節）：主題改由第一小提琴和中提琴主奏（第

一次出現時由雙簧管擔任），音色更為豐富，作曲家並特別在主題的部份標

示著「高貴的」（con noblezza）表情術語。指揮應以優雅的手勢來帶領主題，

使弦樂能發揮其絕佳的歌唱性，傳達出華麗高貴的音樂內涵。第 46 小節起，

稍稍推進速度並擴大動作以增強力度，至第 48 小節再漸弱並放慢下來，藉

此將音樂的情感起伏表現出來。在此同時，也要注意提示木管的回應式音

型，以及低音提琴的撥奏和法國號流暢的三連音，使其穩定的跟隨主題前

進。 
 主題 b’第二句（49-51 小節）：此處先反覆前一樂句的音樂，到第 51 小

節第三拍時，作曲家在弦樂的主題上標示著「憧憬、渴望的」（con desiderio）

術語，由此開始將更進一步凝聚能量，逐漸向本樂章第一個高潮邁進。指

揮在此應接續前面所帶起的速度與力度，繼續推動漸強與漸快的力量。 
 推移句（52-55 小節）：進入這個樂句之後速度明顯轉快（Poco più 
mosso  = 69），配器音響增厚，力度也繼續漸強。指揮應持續注入更多的

能量，以漸趨急切的動作來帶起音樂更強的張力。在配器方面，特別注意

長號由第三部開始逐漸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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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b’’（56-60 小節）：由前面不斷凝聚的張力到此爆發出來，這是整

個第一段的最高潮，樂團全體總奏配合 fff 的力度，表現出最為豐富、飽滿

的音響。在情感的表現上，由於此處以小調來進入最強奏，因此更增添了

悲壯的氣氛，而第 59、60 小節的力度變化則再次表現出如歎息一般的語氣。

指揮首先應以強烈的氣勢帶入這個具有震撼性的總奏高潮，之後逐漸縮小

動作以減弱力度，並慢慢將激烈的氣氛緩和下來。在速度上，此 5 小節句

共有五次變化，從樂句開始回到原速（Tempo I，  = 54），之後經過加速

（animando）、漸慢、再次加速、再次漸慢的起伏。雖然變化頻繁，但應以

自然的方式來處理，不宜突然改變太大而造成歇斯底里的現象。 

 過門樂句（61-65 小節）：此樂句由前面的漸慢帶入，速度轉趨平穩和

緩，在情感的表現上仍舊延續著嘆息的感覺，只是因力度減弱而變輕而已。

在此應掌握由短-短-長的句型所對應的先短嘆再長嘆的相似語氣，在重音出

現時稍微加重力量來點出，隨後放鬆縮回，藉此表現出輕輕嘆息的感覺。

在整個樂句的進行中，應保持圓柔的手勢，一方面引領弦樂的主題，另一

方面也指示伴奏的三連音及和聲的部份以輕柔的方式來演奏。 
 

 主題 c 第一句（66-70 小節）：進入第二段之後，速度轉為「精神抖擻

的中板」（  = 100），拍子由前一段的複拍（12/8）轉為單拍（4/4）。第 66

小節是主題出現之前的預備，在一開始就要將速度確立下來，一方面帶領

小提琴的旋律，另一方面以清楚的拍點指示低音提琴的撥奏以及大提琴具

有前進動力的切分節奏，為接續的主題鋪陳一個穩定的伴奏背景。第 67 小

節時帶出單簧管的主題，並以優雅的手勢繼續引導主題前進，同時注意伴

奏背景的穩定。在音樂的表現上，此主題具有很好的歌唱性，雖然每小節

第一拍均有重音的標示，但只需輕點即可，避免因太重而影響其流暢性。（請

參考譜例四之 15） 

 主題 c 第二句（71-74 小節）：此處主題轉由第一低音管承接，而伴奏

的背景也因小提琴改加入切分節奏，以及低音部分的撥奏和卡農式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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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而變得活潑。指揮除了帶領低音管演奏出具有歌唱性的主題之外，也

要以穩定的拍點來引導切分節奏，並準確點出低音弦樂的撥奏。第 72 小節

時，要帶出低音弦樂（以弓拉奏）的卡農式主題片段。第 73 和 74 小節時，

注意指示第二低音管的主題動機，使其與第一部低音管流暢的銜接。 

 發展主題 c 第一句（75-78 小節）：在此應將重點放在由大提琴開始，

逐漸往高音弦樂及木管傳遞的 c 主題片段動機，每小節均以揮灑、優雅的

動作來帶起流暢的音樂性，以及相同的漸強與漸弱。在此同時，以穩定的

速度引導低音提琴主導的下行音階以及法國號為基礎的切分節奏，使伴奏

的部份得以從容的跟隨主題前進。 

 發展主題 c 第二句（79-82 小節）：此處以模進（上移二度）的方式反

覆前一樂句的素材，指揮可以依照前面的方式來帶領樂團，但須注意提示

在第 80 小節就提早加入切分節奏的第三部長笛和第一部單簧管。 

 發展主題 c 第三句（83-86 小節）：此處所使用的素材與前一樂句幾乎

相同，只是配器做了調整：主題改以第一低音管為主導，其餘木管漸次加

入，弦樂的部份則擔任伴奏。在音樂的表現上，可依循前面的方式進行，

但以帶領第一低音管的主題為重點，並指示逐漸加入的木管樂器，同時注

意引導弦樂穩定的跟隨主題前進。 

 發展主題 c 第四句（87-90 小節）：主題改由弦樂在前、木管在後回應

的方式進行，伴奏的切分節奏則轉成單純的八分音符（由法國號擔任）。此

處的重點仍在於引導弦樂與木管的主題，使之流暢的銜接。在力度方面，

注意後半樂句比前半樂句強，但落差不需太大。 

 發展主題 c 第五句（91-94 小節）：在樂句開始時，一方面帶領雙簧管

的主題，另一方面特別引導第一小提琴的十六分音符上升音群（這是自主

題 c 出現以來，在伴奏的背景中所使用的最快速節奏型態），藉此逐漸推升

音樂的張力。第 93-94 小節，清楚點出低音提琴的撥奏，並帶入交替出現的

弦樂以及新加入的木管樂器。 

 推移句（95-98 小節）：樂句一開始的快速力度變化具有令人震撼的戲

劇性，在情感的表現上，似乎是對於即將出現的命運動機所產生的一種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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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的反應。隨後，藉由速度加快及力度漸強，持續營造緊張的氛圍，就好

像不斷升高的顫慄情緒。指揮首先應以強而有力的手勢帶出低音號、第三

長號及定音鼓的突強，並立即縮小動作暗示瞬間轉弱，之後再慢慢帶起樂

團的漸強。第 96 小節起，繼續增強力量並逐漸加快速度（Stringendo），利

用三個小節的長度，不斷地凝聚音樂的張力，最後以強烈的氣勢帶入下一

樂句的命運主題。 

 命運主題（99-107 小節）：由前一樂句推動的能量到此進入強奏的最高

潮，這是第二樂章首次出現的命運主題，它以一種威嚇、怒吼的態勢來呈

現，因此整個樂句都要維持最強烈的力量。作曲家在此標示「回到第二段

的速度」（Tempo precedente，  = 100），這是相當完美的速度，依此可以

完全表現音樂的氣勢與能量。樂句開始時，除了指示小號主導的命運主題

之外，也要帶動和聲部分強力的支撐，特別注意定音鼓、低音號和低音弦

樂的持續低音貫穿整個樂句。在每次整齊、短促的和弦強奏時，須以堅決

而具有重量感的動作來加強，並以同樣的力量帶領第三部長號和低音管，

使其保持強度，成為連貫整句的紮實橋樑。第 103 及 105 小節時，以更為

寬廣的動作來引導整體飽滿、豐富的和聲音響。在最後一個和弦結束後，

應將動作暫停，讓殘留的音響在整個空間迴盪，營造令人震懾屏息的氣氛。 
 

 前導（108-111 小節）：拍子轉為 12/8，速度也回到第一段的行板。經

過前一樂句的高潮之後，在這個前導句應將激動的氣氛緩和下來，以便引

導主題 a 的再現。此處可將每小節第一拍的休止符當做預備，以具有彈性

的拍點來指示弦樂的撥奏。在第 111 小節的最後，以優雅的手勢帶出第一

小提琴的主題。 

 主題 a 第一句（112-115 小節）：再現的主題由全體第一小提琴以 G 弦

演奏，其音響比第一段的法國號獨奏來得渾厚，另外，雙簧管以對位旋律

與小提琴的主題相互交纏，也使整體音樂更為豐富。此處應將重點放在帶

領第一小提琴以及第一雙簧管，由於兩者都必須「具有豐富表情」（mo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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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r.）的演奏，所以指揮的動作應保持優雅，並引導漸強和漸弱的力度表

現。在每小節的第一拍時應稍微強調，藉此指示小提琴的重音，同時也給

予不在拍點上出現的雙簧管一個明確的提示。此外，也要注意引導其餘弦

樂的撥奏，使之緊密的跟隨主題前進。 

 主題 a 第二句（116-119 小節）：這個樂句的速度變化與第一段的主題 a

第二句完全相同（逐漸活潑－漸慢－持續的），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處理。

而此處指揮的重點仍是以優雅的手勢帶領第一小提琴的主題與對位旋律為

主，但要注意改由單簧管吹奏的對位旋律，其拍號（4/4）獨立於整體（12/8）

之外，會產生節奏交錯對置的情況。此外，在每小節第二拍時，應順勢引

導第一法國號的回音式主題，並注意伴奏背景中持續以穩定撥奏進行的弦

樂，以及潤飾音色的低音管和雙簧管的長音。第 119 小節，逐一提示單簧

管（轉回 12/8）及中提琴的傳遞式音型，並在最後一拍時指示低音管加入

主題的行列，此時也一併引導弦樂（全部改為弓奏），演奏出更為飽滿的和

聲音響。 

 主題 a 第三句（120-123 小節）：在此除了繼續帶領主題前進之外，也

要流暢的指示木管的流動音群（此處與前一樂句的單簧管一樣，由於拍子

轉為 4/4，其十六分音符節奏會與主題的三連音形成交錯對置的情況）。第

122 小節時，稍稍推進速度，並帶出低音號，使其融入低音弦樂的音響之中，

到第 123 小節時再將速度緩和下來。 

 主題 a 第四句（124-127 小節）：此處與前一樂句極為相似，可參照前

面的方式來進行，但注意第三長號取代了低音號。另外，在速度上，第 127

小節第三拍的「漸慢」，值得在此特別提出來討論：依照樂譜，從第 126 小

節起推進的速度（animando）應在第 127 小節第三及第四拍時放慢下來，

但第四拍的木管主題已經開啟了下一個樂句，若不從這個弱起拍開始就採

用第 128 小節的新速度，音樂的連接將會顯得不自然。此外，擔任下一樂

句速度穩定之基石的低音提琴，其規律的八分音符節奏也從主題開始前一

拍（即標示漸慢之處）出現，似乎也有提早確立速度的暗示。蘇俄二十世

紀重要指揮家康德拉申（Kirill Petrovich Kondrashin）就曾提出省略此處「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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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建議。154基於上述的考量，為了使音樂流暢的進行，筆者認為從第

126 小節起所逐漸推進的速度應一氣呵成的帶入第 128 小節的 Più mosso，

不須再經過漸慢的轉變。（請見譜例四之 32） 

 
譜例四之 32：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二樂章〉，第 124-127 小節 

 
 

 主題 a’第一句（128-131 小節）：如前所述，在進入此樂句之後必須將

速度轉快（Più mosso  ＝ ＝ 72），除了帶領木管的主題之外，也要提示

                                                 
154Kirill Petrovich Kondrashin 著，陳复君 譯《俄羅斯梦幻－如何读柴科夫斯基的交

响曲》（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2006），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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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號的對位旋律，並以清楚而稍具彈性的拍點來引導弦樂的伴奏，帶動

整體更為流暢的音樂性。在力度方面也稍有增強，必須注入更多的能量來

帶動。此外，弦樂改為 4/4 拍（法國號延後一個小節跟進），與木管的 12/8

拍會產生節奏交錯對置的情況，也須注意掌握。（請參考譜例四之 16） 

 主題 a’第二句（132-133 小節）：此處反覆前一樂句（僅兩小節），可依

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推移第一句（134-137 小節）：這個樂句與第一段的推移句（39-42 小節）

相似，都是以主題片斷動機的反覆將音樂向前推進，但此處由於配器增厚，

加上高音弦樂的十六分音符具有緊湊的推進動力，使得整體具有更為豐富

的音響以及更積極的前進能量。指揮在此應繼續將速度向前推進（Un poco 
più animato  ＝ ＝ 80），以更為堅定、有力的動作來帶起轉趨激動的音

樂，並在樂句後半將力度的等級增強。在配器上特別注意低音號應以較弱

的力度融入低音弦樂的音響之中。 

 推移第二句（138-141 小節）：此處承接前一樂句推進的動能，並繼續

增強，準備進入下一高潮樂段。在樂句開始時，應以具有重量感的動作點

出弦樂與銅管的和聲，並準確指示木管的 Hemiola 節奏。第 139 小節第四

拍起，繼續以強而有力的動作逐步帶出弦樂及木管的上行音群，並藉此提

示逐漸加入的法國號以及低音銅管，使其準確延續前面木管的 Hemiola 節

奏。在速度方面，從第 140 小節起稍做漸慢，到第 141 小節第四拍時，可

以打出三個小拍，清楚的指示每一個八分音符的節奏。 

 主題 b’第一句（142-145 小節）：由前一樂句推動的能量到此進入一個

高潮，此處由主題 b 所形成的高潮，將維持四個樂句的長度（這是本樂章

最長的強奏高潮樂段），且力度還會繼續增強。指揮應順著前面的漸慢，將

速度帶入「行板」（Andante mosso  ＝ ＝ 66），以強有力的動作帶起樂

句開始的樂團強烈總奏，隨後繼續引導主題前進，並以清楚的拍點帶動具

有前進張力的管樂十六分音符節奏（注意其 4/4 拍與主題的 12/8 拍會產生

節奏交錯對置的情況）。第 143 小節第三拍起，特別指示主題的回應式音型

（先是小號，後有長號加入）。在速度上，此樂句開始的兩小節保持著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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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這是相同的 b 主題出現時唯一的一次，其餘均只維持一小節的等速），

從第 144 小節起才稍稍加快，並在樂句最後漸慢，準備帶回原速。 

 主題 b’第二句（146-148 小節）：此處除了減少了一個小節之外，大致

反覆前一樂句的素材，指揮基本上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須注入更

多能量以帶動更為「深刻及熱情」（con desiderio e passione）的音樂表現。

從第 147 小節起，稍稍加快速度（animando un poco），在第 148 小節時，特

別注意短笛的加入，這是第二樂章中首次出現。 

 推移句（149-152 小節）：此處與第一段推移句（52-55 小節）相同，主

要是藉由弦樂主導（木管予以增強）的半音上行，繼續推升音樂的張力，

但是，在此不只強度與配器均增，伴奏背景的節奏也由三連音改為更快速

的四連音，具有更為積極的推進動力。作曲家也特別在弦樂的部份標示著

「傾全力奏」（con tutta forza），意指以最強烈的能量來演奏。指揮必須延續

由前兩個樂句所帶起的強大氣勢，以更為急切的動作來指示此向上爬升的

旋律線條，並引導具有推進動力的快速十六分音符節奏（在小號加入後整

體和聲音響更具穿透力），以及飽滿豐富的低音聲部，繼續以強大的能量向

前推進，準備到達本樂章最強的 ffff 高潮。 

 主題 b’’（153-157 小節）：由前一樂句推升的能量在此到達頂點，第 153

小節開始的四個強（ffff）是整個〈第二樂章〉的最強奏，配器也極為飽滿、

豐富，此時應以最強的力量來帶出這個全體總奏的高潮，作曲家標示「更

接近行板」（Molto più andante），並未要求固定的速度，這給了指揮一些自

由發揮的空間，但基本上要將速度放慢下來。在此最高潮之後將逐漸減弱，

而主題的進行及速度變化均與第一段的主題 b’’相同，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

處理。 

 命運主題（158-165 小節）：這是本樂章第二次出現命運主題，全體均

轉為 4/4 拍，在速度的運用上，此處「不很快的快板」（Allegro non troppo）

應比第一次「精神抖擻的中板」來得快一些，筆者建議採用約 ＝110 的速

度。雖然兩次主題都是以具有震憾性的風格登場，但前後兩次出現的時機

大不相同：第一次（第二段的最後）是經過漸強與加速的準備才順勢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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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來；第二次則是在前一樂句漸慢及漸弱的尾聲中突然進入，由於沒有任

何預先鋪陳的氛圍，更易於製造令人震驚的效果。指揮應掌握這個重要的

戲劇性轉折，在逐漸放慢速度、縮小動作引領前一樂句的尾聲之後，隨即

轉以堅決有力的手勢帶出由長號主導的命運主題，並保持強烈的能量引導

整個伴奏背景。對於小號所主奏具有連結樂句功能的簡短音型，務使其可

以表現出尖銳鮮明的音色。第 162 小節時帶入兩部小提琴，第 164 小節起，

以雙手整齊的動作指示全體一致的節奏性，並加強重量感來帶出最後三拍

的重音，將此樂句結束在最強的高潮。與第一次命運主題相同，在結束後，

指揮應將動作暫停，讓殘留的音響在整個空間迴盪，營造令人震懾屏息的

氣氛。經過兩拍的休止之後（可稍微長些，將氣氛緩和下來），以圓滑的手

勢帶出過門樂句。 

 過門樂句（166-169 小節）：此過門樂句的音樂語調如同三次嘆息一般，

就像是對前面的命運主題所做出的無奈回應，而隨著速度漸慢以及力度減

弱，這個回應也越來越薄弱、無力。在此應保持圓柔的手勢，以帶領單簧

管和低音管的弱起拍旋律為主，並引導法國號與長號的和聲做支撐。在每

次重音時稍作強調以表現出歎息的感覺，並依短－短－長的句型逐漸放慢

速度、縮小動作。 
 

 前導、主題 b 第一句（170-174）：進入尾奏之後拍子全部轉為 12/8，速

度也回到樂章開始時的行板。指揮首先應順著前一樂句的漸慢回到原速

（Tempo I），注意給出充分的預備拍以指示弦樂整齊的撥奏，並穩定帶領法

國號的三連音前進（法國號的吐音要輕，以便柔和的連接每個音），藉此鋪

陳一個柔美的氛圍來引入後續的主題。在此同時，也要引導單簧管和低音

管，協助其準確的延續前一樂句的尾音。第 171 小節起，以優雅的手勢帶

領弦樂的問答式主題（使其得以穩定而具有豐富音樂性的交替進行），並引

導逐漸加入的木管樂器，使之融入以法國號的三連音為基礎的和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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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b 第二句（175-178）：此處延續前一樂句的主題、配器以及優雅的

風格，指揮應依照前面的方式繼續帶領音樂前進。自第 177 小節起，縮小

動作來引導逐漸減輕的伴奏部份。  

 主題 b 第三句（179-184）：這是本樂章最後一個樂句，配器與力度都將

繼續縮減。原本由成對的弦樂演奏的主題，此處僅以單一聲部由高至低傳

遞著主題的片斷動機，隱含著孤寂的感覺；管樂的節奏逐漸由四個八分音

符減為三個，再轉為較長的附點四分音符，頗有逐漸塵埃落定的味道；最

後再以單簧管帶出結束句，讓音樂在靜謐的氛圍中逐漸消失。此處的音樂

表現與本樂章開始所呈現的唯美感覺，產生了前後呼應的效果。指揮在此

應以優雅的手勢引導由第一小提琴逐漸往下傳遞的主題動機，並順勢在每

小節的一、三拍時帶出伴奏的部份。第 182 小節第二拍，在結束管樂的長

音後，輕輕帶出單簧管的上行琶音（注意其拍子暫時轉為 4/4）。第 183 小

節點出弦樂的和聲後，繼續帶領單簧管前進，此時應逐漸放慢速度（ritenuto 

molto）、縮小動作，引導最後的長音在和諧寧靜的氣氛中漸漸消逝。在以輕

柔的動作收音結束之後，應稍做暫停，將此唯美、靜謐的感覺進一步的延

續，靜待約三秒鐘再將雙手放下，真正結束此樂章。 
 

〈第三樂章〉 

此〈第三樂章〉是柴科夫斯基的交響曲中，唯一以圓舞曲為標題的樂

章，而其高雅溫馨又略帶感傷的音樂風格，則與維也納圓舞曲所表現出的

歡樂式舞蹈音樂有所不同。整個樂章全部採用 3/4 拍，速度為中庸的快板

（Allegro moderato， ＝138），這個速度相當適於表現出流暢優雅的音樂

性，指揮應盡量以此為準則。在配器方面，由於省去了低音銅管，而小號

與定音鼓的使用也屬輕巧，因此整個樂章較接近於室內樂一般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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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a 第一句（1-11 小節）：為了明確指示速度，指揮可打出三個小拍

當做預備拍，在帶入第一小提琴的主題之後，除了以優雅的手勢引導其流

暢的旋律之外，仍應持續給予第二拍的弦樂撥奏及第三拍的管樂（法國號

和低音管）清楚的拍點，在這開始的樂句裡就先建立一個穩定的速度，以

便在後續的進行中，當為了專注帶領主題的優美音樂性而只打一大拍時（每

小節），仍可維持伴奏部分的平穩進行（請參考譜例四之 17）。第 9 小節起，

依序點出弦樂的傳遞式音型，務須使各聲部準確而流暢的銜接起來。 

 主題 a 第二句（12-19 小節）：在主題提高八度以及增加弦樂和木管的

對位聲部之後，音色顯得明亮許多，音響也較為豐富。此時應稍微擴大手

勢，以更揮灑開來的動作帶領樂團（可打大拍來引導優美流暢的音樂性），

將重點放在兩部小提琴的主題，並引導整體伴奏部分跟隨主題前進。 

 主題 b 第一句（20-27 小節）：此處又回到主題與規律伴奏的簡樸模式，

由於配器也縮減，指揮可以稍稍縮小動作，以優美的手勢引導雙簧管和低

音管的主題，並帶領弦樂的伴奏跟隨主題前進（注意小提琴由弓奏到撥奏

的轉變）。第 23-27 小節的漸強與漸弱（僅 p-mf 的變化），幅度不宜過大。

在樂句最後（第 27 小節）時，注意使主題的下行音階自然流暢的銜接下一

樂句。（請參考譜例四之 18） 

 主題 b 第二句（28-36 小節）：在引導單簧管準確承接主題的同時，也

一併帶出四支法國號以阻塞音（sons bouchés）吹奏的和聲。主題大致反覆

前一樂句（低八度），而弦樂的伴奏部份變化不大，指揮可依前面的方式來

進行，但特別注意單簧管在低音區的音色較為灰暗，使得音樂似乎蒙上一

層淡淡的傷感之情。 

 主題 a’第一句（37-44 小節）：首先提示低音管加入單簧管吹奏的主題，

並同樣以優雅的手勢繼續帶領整體音樂前進。在此也要注意擔任伴奏的弦

樂已全部改為弓奏，而第一小提琴的上行琶音增添了流暢的伴奏背景。在

第 41 小節，指示第二、四部法國號（以阻塞音演奏）加入。第 44 小節第

三拍帶入長笛與雙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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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a’第二句（45-56 小節）：此處主題音域提高且由木管群在不同八

度齊奏，音色明亮許多，音響也較為飽滿。在弦樂具有推進動力的上行音

階支撐下，整體音樂表現更為豐富、熱絡。指揮應將手勢擴大，儘量以每

小節為單位打一大拍，以帶動優美流暢的音樂性，並注意兼顧木管的主題

與弦樂的伴奏之平衡。第 48 小節時應讓木管稍做漸強，並且不間斷的連接

至下個小節。第 51 及 55 小節時指示法國號加入。第 56 小節第二拍，在結

束此樂句之後，隨即帶入第一部低音管的獨奏。 

 推移第一句（57-64 小節）：在此以帶領第一低音管的旋律為主，為了

保持其節奏的準確，每小節應打三拍，在第一拍的重音時稍稍用力點出，

藉此也可引導弦樂的撥奏。從第 60 小節起，低音管持續 4 個小節的切分音，

這對演奏者而言是蠻大的考驗，而弦樂保持平穩的速度進行則是支撐低音

管的重要條件，因此，指揮必須以非常穩定的拍點來指示弦樂的撥奏，藉

此協助低音管的切分音得以準確、從容的進行。第 64 小節第二拍時，提示

長笛、單簧管及第二低音管加入主題的行列。（請參考譜例四之 19） 

 推移第二句（65-72 小節）：這個樂句基本上是反覆前一樂句的素材，

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需將動作幅度稍稍擴大，以帶領增多的木管

樂器。第 68 小節起，同樣注意保持拍點的穩定來引導弦樂的撥奏及木管的

切分音。第 72 小節第二拍，以簡捷有力的動作指示法國號和弦樂的短促強

奏和弦之後，隨即順勢帶出第一小提琴跳躍式的流動音群（弱起拍），開始

進入第二段的音樂。 
 

 主題 c 第一句（73-80 小節）：第二段的主題是以自然小音階為基礎之

跳躍快速的迴轉式音群，首先由第一小提琴主奏。因其節奏具有 Hemiola

的型態，將與伴奏背景（單純三拍子）產生節奏對置的情形，這是指揮需

特別掌握之處。在此應注意保持穩定的速度，以清楚而具有彈性的拍點來

帶領主題，並使管樂的四分音符線條（按第一低音管、第二法國號、第二

單簧管、第一單簧管、第一雙簧管的順序）清晰的呈現。弦樂的和聲應柔

280



和，避免太尖銳的音色。樂句中以每兩拍為單位的漸強與漸弱，應自然順

著音群的方向輕輕帶出即可，幅度不宜過大，到第 75 小節起的漸強再稍做

擴大（由 p 到 mf）。第 76 小節注意提示第二拍上的第二低音管所吹奏的簡

短回應式動機，在第三拍帶出定音鼓（本樂章第一次出現）並藉此繼續引

導第一小提琴的主題。後半樂句（第 77 小節起）可依照前半樂句來進行。 

 主題 c 第二句（81-88 小節）：此處主題轉由中提琴擔任，伴奏部份的

配器大致延續前一樂句，只是管樂穿插了休止符，使音符時值變短而增加

活潑的律動感。在此除了將重心轉移至中提琴之外，可依照前一樂句的方

式來帶領音樂前進，特別注意第 84 及 88 小節的第二拍應點出低音弦樂的

簡短回應式動機（前一樂句是第二低音管）。後半樂句（第 85 小節起）可

依照前半樂句來進行。 

 主題 c 第三句（89-96 小節）：主題改以每兩拍為單位的簡短動機在不

同聲部間傳遞，搭配著不同組合的管樂和聲，使這個樂句的音色具有豐富

的變化。指揮應如前地保持拍點的彈性，準確提示主題動機，使之流暢的

在各聲部進行傳遞，並藉此引導管樂緊密跟隨主題動機前進。第 92 小節是

本樂章首次出現短笛，須特別提示之。後半樂句（第 93 小節起）可依照前

半樂句來進行。 

 主題 c 第四句（97-104 小節）：主題動機改為圓滑奏，由木管樂器分組

進行傳遞。在此仍應持續保持穩定的速度，但可將動作改為圓柔些，如此

亦可引導第一小提琴優美而圓滑的對位旋律。第 100 小節時注意點出中提

琴和大提琴的撥奏。後半樂句（第 101 小節起）可依照前半樂句來進行。 

 主題 d 第一句（105-112 小節）：原本是 Hemiola 節奏型態的主題，在

此改為律動規則的三拍子形式，使得整體的節奏性趨向一致，指揮時可使

用固定三拍的循環來帶領音樂前進。由於主題與伴奏均以斷奏的表現為

主，因此拍點應具有彈性，除了帶領第一小提琴（及第二長笛）和中提琴

交替傳遞的主題之外，也要準確指示伴奏背景中的弦樂撥奏以及管樂簡短

動機（特別注意首次在本樂章出現的小號）。在力度方面要注意：小號和法

國號（mp）要比其餘部分（mf）弱一個等級以保持音量的平衡（請參考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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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四之 21）。後半樂句（第 109 小節起）可依照前半樂句來進行，但注意配

器的小幅變化（法國號的聲部互換以及低音管取代單簧管）。 
 主題 d 第二句（113-118 小節）：此處仍應保持具有彈性的拍點，在樂

句開始時，以帶領兩部單簧管的主題動機交互傳遞為重點，第 115 小節第

三拍起（後半樂句）則轉為指示兩部長笛的交替。在此最重要的就是掌握

速度的穩定，讓主題的線條可以流暢進行，不致於在轉換的過程發生中斷

不順的情況，同時也引導擔任伴奏的管樂以規律的節奏支撐主題前進。 
 主題 d 第三句（119-126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反覆主題 d 第一句的素

材，指揮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注意配器的變化（較為明顯的是：

長笛消失，而雙簧管取代了小號）。 
 主題 c’第一句（127-134 小節）：除了整體力度增強之外，此樂句完全

反覆主題 c 第一句（73-80 小節），指揮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須注

入更多能量。 
 主題 c’第二句（135-144 小節）：此樂句從開始到 141 小節，除了整體

力度增強之外，完全反覆主題 c 第二句（81-87 小節），指揮可依照前面的

方式來進行，但須注入更多能量。第 142 小節時，應順著前一小節漸強的

力度，以簡捷有力的動作點出弦樂的撥奏及管樂整齊而短促的和弦，之後

繼續以穩定而具有彈性的拍點帶領中提琴的主題，並藉此引導低音管與單

簧管（正、後拍互相搭配）準確的跟隨主題前進。第 143 小節第三拍起，

特別指示低音管與單簧管的三度音階，使之以 ff 的力度開始後，隨著音階

向上爬升而漸弱，營造一種逐漸輕鬆的感覺，並以此為橋樑，流暢的帶入

第三段（主題再現）。第 144 小節時注意法國號的加入，在第三拍時帶領大

提琴準確的承接中提琴的音群。 

 

 整個第三段幾乎是完全反覆第一段的音樂，僅有的兩處變化出現在樂

段開始第一個樂句和樂段的最後，在此僅就改變之處加以探究，其餘部分

的音樂詮釋及指揮手法均可參照第一段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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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樂段開始的主題 a 第一句（145-152 小節）：在此應順著前一樂

句低音管與單簧管的上行音階所鋪陳之橋樑，以優雅的動作準確帶出雙簧

管的主題，而在引導主題前進的同時，也需以穩定的速度指示弦樂的伴奏

（特別是大提琴和小提琴的快速上行音群要能平穩流暢的交互傳遞）。由於

主題具有輕柔優美的風格，因此，弦樂的伴奏以及第二法國號和低音管的

長音也都要保持弱奏。 

在樂段的最後（第 213 小節）：不像第一段以一個強奏和弦（在第二拍

上）來做總結，此處藉由中提琴規律八分音符的八度跳進，巧妙的承接音

樂前進的動能。指揮在第一拍強奏之後應隨即縮小動作但保持拍點的彈

性，將重心移至低音弦樂，引導以中提琴為主的跳躍音型，建立穩定規律

的節奏進行模式，準備帶入尾奏的主題。 
 

尾奏主題 I 第一句（214-219 小節）：指揮應順著前一小節所建立的穩

定伴奏背景，帶出兩部小提琴的尾奏主題。在第 215 小節第二拍，以稍具

重量的動作點出主題的切分音。第 217 小節時，以強而堅定的手勢清楚指

示單簧管和低音管交替的十六分音符下行音階，務使其流暢的銜接，這個

下行音階應以 ff 的力度演奏，營造一種突然闖入的戲劇效果。第 218 小節

起帶動漸強的力度，到第 219 小節第一拍時（後半拍是八分休止符），以具

有彈性的拍點將手勢拉高，藉此擴大動作帶出第二拍上樂團的強力總奏。

（請參考譜例四之 22） 

尾奏主題 I 第二句（220-227 小節）：首先以強而具有重量感的動作延

續前一小節的樂團總奏，務使每個和弦飽滿而且沉重有力（pesante）的演

奏。第 221 小節第二拍起逐漸擴大手勢帶動漸強，到第 223 小節第一拍時

（仿照第 219 小節），以具有彈性的拍點將手勢拉高，帶出第二拍上具有重

量感的強奏，並隨即以左手撐住長音，右手引導中提琴和單簧管的上行音

階。第 225 小節第二拍，轉以輕柔的手勢帶出兩部小提琴的主題，隨後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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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點出低音弦樂的撥奏和法國號的和聲。第 227 小節起，開始反覆第 213

小節的音樂。 

尾奏主題 I 第三句（228-233 小節）：此樂句與尾奏主題第一句完全相

同，可依照前面的手法來進行。 

尾奏主題 I 第四句（234-240 小節）：此樂句與尾奏第二句完全相同（只

在句尾減少一個了小節），同樣依照前面的手法來進行。 

命運主題第一句（241-247 小節）：這個命運主題具有小調傾向，加上

灰暗的配器音色，表現出陰鬱深沈的一面。在此應配合 pp 的力度，縮小動

作來帶領單簧管與低音管齊奏的主題，營造一種神祕色彩，同時也以清楚

而具有彈性的拍點引導弦樂的撥奏，使其與主題之間形成簡單的對話關

係。（請參考譜例四之 23） 

命運主題第二句（248-255 小節）：在此應繼續帶領由前一樂句延續而

來的主題與伴奏的對話模式，但樂句開始時應將擊拍的力量稍加重（mf），

並逐漸縮小動作指示漸弱，直到第 251 小節時進入 pp 的力度，這四個小節

的漸弱過程有如一個長的嘆息。另外特別注意弦樂改回弓奏，以及主題

Hemiola 節奏所產生的張力。後半樂句（第 252 小節起）可依照前半樂句來

進行。（請參考譜例四之 23） 

尾奏主題 II 第一句（256-261 小節）：指揮應順著前一樂句漸弱下來的

力度（pp），以小而清楚的動作帶領小提琴的尾奏主題，並引導其餘弦樂的

和聲跟隨主題前進。每次切分音出現時應特別點出來。自第 259 小節起，

要注意速度的穩定，保持二分音符時值的飽滿。在音樂的表現上，由於小

提琴音域低，以 G 弦演奏具有深沉渾厚的音質，因此無形中延續了前面單

簧管與低音管的命運主題所具有的灰暗、陰鬱色彩。 

尾奏主題 II 第二句（262-266 小節）：此處應繼續保持穩定的速度，避

免有加快的現象，在力度上亦先延續前一樂句的 pp，但特別點出突強音，

以表現 Hemiola 節奏的律動性。第 264 小節第一拍之後，突然擴大手勢並

增強力量，帶出全體強烈的總奏，隨後，以相同的強度帶領這最後的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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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弦。第 266 小節第二拍，以強力的手勢收音之後，保持靜止約兩秒鐘再

將雙手放下（作曲家在最後的休止符特別加上延長記號），藉此引導樂團與

聽眾用心感受在整個空間迴盪的強烈音響。 

 

〈第四樂章〉 

 在〈第四樂章〉中，貫穿全曲的命運主題擺脫了原先陰鬱、灰暗的性

格，轉以英雄式的風格出現，除了力度增強之外，配器方面也多以弦樂豐

富的齊奏或是銅管震撼性的音響來展現主題的氣勢與能量，在尾奏中更以

小號嘹亮銳利的音色主奏，配合樂團整體強烈的支撐，將音樂帶至全曲的

最高潮。除了命運主題之外，〈第四樂章〉基本上承襲傳統交響曲終樂章的

快板奏鳴曲風格，呈示部的第一主題有著舞蹈、跳躍的強烈律動，第二主

題的表情豐富，具有良好歌唱性，在這兩個對比性的主題之外，另有一活

潑的過度性主題，而此三個主題則是一致的採用進行曲般的速度。 
 

命運主題 a 第一句（1-8 小節）：此序奏部份是「莊嚴的行板」（Andante 

Maestoso），速度與〈第一樂章〉的序奏相同（ ＝80），4/4 拍，每小節以

打四拍為基本模式。樂曲開始時應以堅定的手勢做出預備拍，指示以小提

琴和大提琴主奏的命運主題以及由低音聲部為主體的和聲，隨後，繼續以

具有重量感的動作引導樂團演奏出豐富飽滿的音質（低音號只有半拍，但

不可吹成斷奏）。〈第四樂章〉開始的命運主題應該表現出一種充滿鬥志、

毫無畏懼的英雄氣概。在第 2、4 小節的第二拍時，應特別點出突強的切分

音。從第 4 小節第四拍起的強弱變化具有強烈的情感表現，語氣上猶如兩

次長的嘆息，要能確實的指示出來（先持續四拍的 f 之後漸弱，到第 6 小節

轉為漸強，持續五拍的 f 之後到第 8 小節時再弱下來）。第 8 小節的和聲要

比主題早一拍結束。（請參考譜例四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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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主題 a 第二句（9-15 小節）：這個樂句在配器以及音樂語法上均與

前一樂句相似，但力度的變化則有所不同。指揮首先應順著前一樂句漸弱

下來的力度，以小而堅決的動作繼續帶領音樂前進，第 10 小節點出切分音

之後，擴大手勢帶出第一次漸強，第 12 小節的切分音之後再進行第二次漸

強，經由這兩次的推進，將力度由 p 帶至 ff，表現清楚的層次感。第 12 小

節第四拍起可仿照前一樂句（第 4 小節第四拍起）的手法來進行，但將力

度提升一個等級（ff），並注意在第 14 小節帶動漸強的長音時，也要以準確

的拍點引導低音聲部的八分音符穩定的前進。 

命運主題 a 第三句（16-23 小節）：在音樂的表現上，此樂句的前半重

視節奏的能量，而後半則屬聖詠式的和聲風格。指揮首先以強力的手勢帶

出小號與法國號的突強音，並立即縮小動作指示快速轉弱的力度。隨後，

以堅定的手勢繼續帶領主題，並保持拍點的彈性以引導規律跳動式的伴奏

（弦樂撥奏加上低音管的斷奏）。第 17 小節起逐漸凝聚能量帶起漸強，到

第 20 小節時，以寬廣有力的動作指示銅管主導的和聲（使其強奏豐富飽滿

而不尖銳），之後隨即轉弱，並改以較為圓滑的動作引導此聖詠式的和聲進

行。第 21 小節時應注意將力度再次減弱，第 22 小節起稍稍擴大手勢帶起

漸強。第 23 小節時，一邊指示管樂的句尾結束音，一邊帶出改為弓奏的弦

樂（第二小提琴、大提琴與低音提琴）演奏圓滑平穩的三連音，並引導其

漸弱。 

命運主題 a’第一句（24-31 小節）：樂句開始時，高音木管樂器的主題

以及低音管與法國號的對位旋律均附有「弱奏但是顯著」（p ma marcato）

的標示，指揮的動作不用太大，但拍點要清楚而有彈性，以帶領這兩條相

互輝映的旋律。第 26 小節將力度轉強，第 27 小節第二拍之後，擴大手勢

帶領漸強，而後續的進行則可仿照第 4-8 小節的模式，將旋律的強弱變化確

實帶出來。第 31 小節，在指示漸弱的同時須特別注意低音管與法國號的附

點節奏之準確，這是連接至下一樂句的重要橋樑。此外，對於擔任伴奏的

弦樂部份，除了引導其配合旋律的強弱變化之外，也須使之保持圓滑的三

連音，藉此鋪陳一個穩定而流暢的伴奏背景。（請參考譜例四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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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主題 a’第二句（32-38 小節）：此處延續前一樂句的配器，而音樂

的內容也相似，基本上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特別注意力度方面有

不同的變化。此樂句是由 p 到 ff，整個過程只有漸強沒有漸弱，因此，指揮

需持續注入更多能量來帶動漸增的力度。第 38 小節時增加擊拍的重量感，

以指示低音管與法國號的強音。另外，在伴奏的弦樂部份，也要注意引導

低音提琴與第二小提琴之間交互傳遞的音型，使之在內聲部平穩的進行中

增加新鮮的流動能量。 

命運主題 a’第三句（39-47 小節）：首先順著前一樂句所推動的漸強能

量，以強有力的手勢帶出小號與法國號的節奏性主題，並以急切的動作引

導低音弦樂（顫奏）所主導的三連音，營造激動的伴奏背景。第 40 小節第

三拍指示第二小提琴加入。第 41 小節時，擴大動作並增強力量帶出第一部

長號和高音木管的主題以及小提琴所主導的三連音。第 42 小節第三拍指示

大提琴加入，並以更寬廣的手勢畫出第四拍，準備帶入管樂豐富飽滿的聖

詠式和聲進行。第 43-44 小節，持續引導飽滿的強奏，並特別強調弱拍上的

弦樂，使其與管樂保持音響上的平衡。第 45 小節將管弦一起帶出，並指示

定音鼓的滾奏加入。第 46 小節的強奏和弦之後逐漸將左手縮回指示漸弱，

但幅度不要太大（到第 47 小節第三拍長音結束時至少應保持 mf 的力度）。

第 47 小節的和弦結束時，仍應持續帶領定音鼓的滾奏，連接至下一樂句。 

結束句（48-57 小節）：整體而言，這個樂句的力度變化是一個長的漸

弱過程，儘管有小幅的漸強與漸弱，但其減弱的趨勢不變。指揮首先應引

導單簧管、低音管與法國號以 f 的力度開始，隨後依樂句的結構以每兩個小

節為單位逐漸減弱到 pp，而從第 51 小節起還需指示小幅度的漸強漸弱，表

現出有如嘆息一般的語氣。在配器上注意定音鼓與低音提琴貫穿整句。第

51 小節起以柔美的動作帶領第一小提琴主導的回應式音型。第 56 小節可以

將速度稍作漸慢，到第 57 小節時再轉而加快（約 ＝120），以便銜接呈示

部的速度，此時目光應移至定音鼓與低音提琴，慢慢擴大手勢指示漸強（幅

度不可太大），準備將音樂帶入呈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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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示部（58-201 小節） 

 第一主題第一句（58-65 小節）：進入呈示部後轉為 2/2 拍，每小節以打

兩拍為原則，而所採用的速度是具有進行曲風格的「活潑快板」（Allegro 

Vivace  = 120）。呈示部的第一主題具有活潑的性格，律動非常強烈，其

樂句結構工整，以每兩個小節為單位反覆相同的節奏音型，指揮時亦應以

兩小節為一動作循環，並注意保持速度的穩定，避免有加快的情形。在樂

句開始時，順著前一小節所帶動的速度以及漸強能量，堅定的打出第一拍，

將弦樂主導的後起拍主題帶出來，隨後繼續以強而有力的動作帶領主題前

進（注意此處僅為 f，更強的力度 ff 將保留到第 62 小節）。第 60 小節起需

特別點出四支法國號吹奏的短促強奏和弦。第 61 及 65 小節時，定音鼓兩

次的漸強都將帶動次一小節更強的力度表現，指揮須特別引導之，但注意

不可太強而掩蓋過主題。（請參考譜例四之 26） 

 第一主題第二句（66-73 小節）：此處主題的音域提高了八度，增加明

亮的色彩，在樂句開始時由全體樂團總奏，呈現出比前一樂句更強烈的力

量，而由於節奏全以八分音符為主，也增加了主題旋律的舞蹈、跳躍式風

格。指揮在此應擴大手勢，並增強擊拍的彈性來帶領樂團。在力度方面要

注意小號和低音銅管擔任的和聲需弱一個等級以保持音響的平衡。第 70 小

節起，除了帶領木管的主題之外，也要指示法國號的突強音（搭配低音弦

樂的切分節奏），並引導小提琴的快速三連音群得以穩定的進行。 

 第一主題第三句（74-81 小節）：在此應重新將小號等銅管樂器（及定

音鼓）帶入，使其更有力量的加入主題的行列。此處的節奏雖改以較長時

質的四分音符（前一樂句是八分音符），但仍應保持舞蹈、跳躍式的風格，

只是適度的增加重量感。第 78 小節起，以更為急切的動作帶領由小提琴主

導的上行音階，並指示以小號開始在銅管之間傳遞的簡短動機。第 80 小節

時點出定音鼓之後，持續推動音樂的能量。  

 過度性主題 a 第一句（82-89 小節）：此過度性主題仍保有活潑的性格，

同時增加了良好的歌唱性，而配器上則轉為輕巧的室內樂風格（請參考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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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四之 27）。指揮在帶出第 82 小節第一個八分音符強奏之後，隨即縮小動

作帶領雙簧管的主題與單簧管和低音管的對位旋律（注意兩個線條有不同

的力度變化），並以清楚的拍點引導第二小提琴及中提琴快速而規律的八分

音符。第 84 小節時點出大提琴的撥奏，並使之準確傳遞給第一小提琴。第

86 小節時帶領低音弦樂的主題及木管的對位旋律，並輕輕的以手勢擴張與

縮小指示全體一致的小幅力度變化。第 88 小節點出法國號的上行音階，並

在第 89 小節帶領單簧管和低音管準確承接。 

過度性主題 a 第二句（90-97 小節）：此處幾乎全部反覆前一樂句的音

樂，僅配器小幅改變。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注意帶領更多木

管樂器加入。第 96 小節時，持續引導木管的對位旋律（前一樂句法國號與

單簧管和低音管的過門音型並未出現）。 

過度性主題 a’第一句（98-105 小節）：在此以帶領弦樂的卡農式主題為

重點，同時以清楚的拍點引導單簧管與法國號快速而規律的八分音符。在

力度方面，從第 99 小節起逐漸帶起小提琴主題之漸強，至第 101 小節第一

拍到達 sf 的高點之後隨即轉弱，並在第二拍時轉而指示中提琴和大提琴的

漸強，使這兩組卡農式主題的強弱變化相互交織，而低音提琴和低音管的

力度則應與後行的主題一致。後半樂句（第 102 小節起）可仿照前半樂句

來進行。 

過度性主題 a’第二句（106-113 小節）：首先應以明確堅定的手勢帶出

銅管與定音鼓的八分音符短促和弦，此突然現身的和弦雖僅 mf 的力度，但

其色彩仍屬鮮明，非常類似〈第一樂章〉第 186 及 443 小節的手法。除了

第一個和弦之外，這整個樂句基本上是反覆前一樂句的音樂，但是整體力

度增強，配器也更豐富。指揮應擴大手勢、增強力量以帶領雙簧管與低音

管加入弦樂的卡農式主題，並引導長笛與第三、四部法國號強化八分音符

節奏的能量。另外，注意低音號的長音力度不可超過 mf，而整體漸強與漸

弱的變化則與前一樂句相同。 

過門樂句（114-127 小節）：此過門樂句由於力度增強以及小號、長號

和定音鼓的加入，使得整體氣勢更為強大。樂句開始時，指揮應以強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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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動作帶出銅管（注意定音鼓由 p 開始漸強），並持續注入急切的能量引

導樂團總奏。在力度上特別注意小號與低音銅管必須弱一個等級以保持音

響的平衡，而兩條交錯進行的線條（下行的附點節奏音型與上行音階）需

以同樣的強度平行前進。第 116 小節再次增強擊拍的力量，突顯模進的音

樂語法，隨後繼續推動漸強的能量帶至第 118 小節的強奏最高點。第 119

至 121 小節應以具有重量感的動作來帶起後半拍的強奏和弦，並持續以穩

定的速度引導低音聲部的頑固音型。第 122 小節第二拍起，應靈活的使用

左手指示低音銅管，先強力點出 ff 的長音，隨後逐漸縮小動作指示漸弱，

至第 124 小節減為 mf，並持續減弱。第 126 小節時，輕輕指示低音銅管（pp）

的和聲之後，轉而帶領由中提琴開始逐漸加入的弦樂，此時拍點必須非常

清楚，以明確指示後起拍（三連音）的弦樂。第 127 小節提示單簧管加入

之後，稍稍擴大動作帶起漸強，準備將音樂帶入第二主題。 
第二主題第一句（128-135 小節）：第二主題有著豐富的表情，而法國

號的簡短旋律也具有歌唱性，指揮應使用左手，優雅的帶領這兩個旋律線

條，注意保持其流暢性並引導主題之強弱變化。樂句一開始在帶出木管的

主題之後順勢點出第一、二部法國號的對位音型。第 130 小節時，稍稍增

加重量感以指出突強音。第 131 小節第二拍起，以逐漸擴張和縮小的動作

帶起主題的漸強漸弱。第 135 小節時點出法國號的下行琶音。而除了帶領

兩個旋律之外，指揮亦需以清楚、穩定的拍點來引導規律的弦樂伴奏（以

低音弦的規律四分音符為基礎，穩住後起拍的三連音，並注意兩者之間的

節奏交錯）。（請參考譜例四之 28） 
第二主題第二句（136-147 小節）：此處先反覆前一樂句之後再加以擴

充，指揮可先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注意力度稍有變化：主題的部份，

首先從第 136 小節起由 p 漸強至第 138 小節到達 f，此時可依據句型自然地

帶動；第 142 小節起由 mf 漸強至第 146 小節到達 ff，這是比較長的漸強過

程，應順著逐漸上升的音型，持續增強能量。在配器方面注意：樂句開始

時，法國號由第三、四部取代先前的第一、二部；第 140 小節時要帶出低

音管和低音號（其力度由 pp 開始）。第 147 小節，在樂句的最後結束音時，

順勢帶出法國號的規律伴奏音型，準備進入下一樂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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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題第三句（148-155 小節）：這個樂句是以主題動機做卡農式進

行，指揮應依順序（小提琴和中提琴－雙簧管和低音管－長笛和單簧管）

帶出主題，並以穩定的速度引導法國號和低音弦樂的規律伴奏。第 149 小

節起，逐漸擴大手勢指示漸強。第 151 小節時，特別注意長笛的力度（ff）

比單簧管（f）強，這應該是作曲家考慮長笛位於最低音域，其音色不易穿

透出去而做的調整。後半樂句（第 152 小節起）仿照前半樂句來進行。 

第二主題第四句（156-163 小節）：此樂句的旋律部份具有極佳的流暢

性，配合靈活的力度變化，將第二主題做了延伸與開展。指揮應以帶領由

小提琴主導的旋律為重點，並保持穩定的速度引導低音弦樂和管樂的規律

四分音符伴奏。在力度的變化上，以 mf 開始後，隨著音階下行自然漸弱到

p，並在轉為上行時，快速帶動漸強回到 mf 的力度。後半樂句（第 160 小

節起）仿照前半樂句來進行。 
第二主題第五句（164-171 小節）：這個樂句具有推移作用，作曲家藉

由節奏音型反覆，不斷的推展音樂的能量。指揮首先應順著前一樂句末尾

的快速漸強，帶領主題以 f 的力度前進，並以熱切的動作引導中提琴和大提

琴具有推進力量的快速上行音階。此時亦應適度擴張手勢以指示長笛及低

音號等樂器加入。第 165 及 167 小節時，點出法國號的切分音並藉此帶出

第三長號與低音管。第 168 小節起，特別提示短笛（本樂章首次出現）加

入，並逐漸增加力量引導漸強的氣勢，至第 171 小節時，以雙手齊一的動

作帶起 ff 的力度，並將此能量帶入下一樂句果決、強烈的命運主題。 

命運主題第一句（172-179 小節）：此處的命運主題由銅管樂器擔綱（小

號主導），展現出強烈而令人震撼的力量。在樂句開始時，指揮應順著前面

的漸強，以堅決的手勢帶出小號及長號的命運主題，並以簡潔有力的動作

指示第二拍上的短促強奏和弦，除了以此和弦延續主題的力量之外，也使

主題第二拍後半的八分音符準確而強力的演奏。第 174 小節起，在帶領主

題的同時，也以揮灑流暢的動作引導弦樂與木管的快速音群。後半樂句（第

176 小節起）可依照前半樂句來進行，但注意法國號與主題的節奏一致，豐

富了整體音響。從第 179 小節第二拍起，開始帶出命運主題第二句（弱起

拍）的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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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主題第二句（180-187 小節）：在此仍以帶領小號主導的命運主題

為重點。樂句開始時，指揮可使用兩手齊一的動作來指示全體一致的二分

音符節奏，並在每個拍點上保持重量感以引導強力而飽滿的音響。第 182

小節時仿照第 178 小節，以揮灑流暢的動作引導弦樂與木管的快速音群。

後半樂句（第 184 小節起）可依照前半樂句來進行。 

命運主題第三句（188-195 小節）：此處完全反覆命運主題第一句，指

揮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命運主題第四句（196-201 小節）：此樂句與命運主題第二句非常相似，

指揮基本上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注意小號的音域提高三度之後音

色更為燦爛、嘹亮，而第一小提琴加入和聲也使整體音響更為豐富。 

 

發展部（202-295 小節） 

發展第一主題第一句（202-209 小節）：在發展部的一開始，首先引用

呈示部第一主題第三句（74-81 小節）的模式，以全體整齊的四分音符節奏

來表現舞蹈、跳躍式的音樂風格，指揮應先以強力而具有彈性的手勢來帶

領樂團的總奏。第 206 小節起，將重心轉至小提琴的主題，並引導短促規

律的伴奏和弦聲部緊密的跟隨主題前進。此時須特別注意，在小提琴的部

份標示有「猛烈的」（feroce）術語，指揮應要求兩部小提琴都要靠弓根來

演奏，才能表現出猛烈的效果。此處由於音域突然降低了約兩個八度，整

體音色顯得暗沉，缺乏明亮的穿透力，因此需藉助強烈的演奏法來保持主

題前進的強大能量。 

發展第一主題第二句（210-217 小節）：在此樂句中，一方面應增強力

量帶動整體更為強烈的力度（fff）表現，另一方面則需使用左手來引導由長

號開始再傳遞給小號（第 214 小節）的琶音音型，這是重要的對位聲部，

每個音都要清楚嘹亮的吹奏，但注意其力度僅 ff，不可過於粗暴。 

發展第一主題第三句（218-225 小節）：此處雖然縮減了配器的音響，

力度也稍微減弱，而且主題的音域也降低，但仍保持積極的前進動能。指

揮應持續以具有彈性的拍點來帶領單簧管主導的主題動機以及弦樂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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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使之穩定的向前推進。在第 219 小節時，以左手引導法國號與雙簧管

的號角式音型，並在第 223 小節時指示小號來承接。第 225 小節帶出低音

號之後，做出漸強推向下一樂句。 

發展第一主題第四句（226-233 小節）：在樂句開始時就應立即增強擊

拍的力量以帶領整體更為強烈的力度，除了引導木管與高音弦樂的主題動

機之外，也要清楚的指示低音銅管（小號在第 227 小節加入）與法國號相

互呼應的長音。由於這兩部份均具有上升的傾向，因此自然產生漸強的感

覺。在到達最高點的第 230 小節時帶出定音鼓，之後隨著音型逐漸下降而

慢慢沉澱下來。在配器上注意第三部長笛取代了短笛。 

發展第二主題第一句（234-241 小節）：在此應以強而有力的動作帶領

低音弦與低音管的主題，務必使其以 fff 的力度演奏，這個主題在呈示部時

是優雅而具有歌唱性，而此時則增添了雄壯、豪邁的氣概。除了主題之外，

為 了 引 導 擔 任 伴 奏 的 上 三 聲 部 弦 樂 以 「 非 常 強 力 、 顯 著 而 寬 廣 的 」

（marcatissimo largamente）方式來演奏規律的四分音符，指揮在擊拍時也

要保持力量以及彈性，並要求演奏者靠近弓根拉奏，但亦需注意音量的平

衡，不可蓋過主題。第 236 小節時，以左手強力的帶出單簧管的對位旋律，

並持續引導其活潑的流動音型。（請參考譜例四之 29） 

發展第二主題第二句（242-249 小節）：此時轉為帶領木管的主題，並

保持擊拍時的力量及彈性以指示內聲部弦樂的強重音，並藉此給予低音弦

樂清楚的拍點。第 243 小節起，注意引導第一小提琴的快速八分音符，使

其流暢而穩定的跟隨主題前進。 

發展第二主題第三句（250-257 小節）：此處與發展第二主題第一句相

似，指揮可仿照前面的方式帶出主題雄壯、豪邁的風格。在第 252 小節時，

以左手強力指示長笛（前一次是單簧管）的對位旋律，並持續引導其活潑

的流動音型。第 254 小節起，逐漸縮小動作指示力度漸弱。 

發展第二主題第四句（258-265 小節）：此處與發展第二主題第二句相

似，指揮可仿照前面的方式帶領木管的主題（注意此樂句未使用長笛，而

低音管則在第 261 小節時才加入），並引導弦樂的伴奏跟隨主題前進（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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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由中提琴開始的快速八分音符流動音群，使之準確而流暢的進行傳

遞）。在力度方面，首先應順著前一樂句漸弱下來的 mf 進行，到第 263 小

節帶出低音號之後，再逐漸增強力量引導漸強。 

推移第一句（266-273 小節）：樂句開始時以強有力的手勢帶出法國號，

並藉此指示樂團的強重音，隨後立即轉以圓滑的動作帶領上三聲部弦樂，

並逐小節縮小動作指示整體力度漸弱。第 270 小節，以清楚的動作將上三

聲部弦樂帶入長音之後，轉為帶領管樂及低音弦，此時應保持圓柔的手勢

來引導這個優美、和諧的和聲進行。 

推移第二句（274-281 小節）：除了力度減弱及配器減輕之外，此處與

前一樂句大致相似。指揮可依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但將動作縮小，並注

意第 278 小節時，管樂的部份減少了四支法國號與第二低音管，到第 280

小節第二拍時再帶出第三、四部法國號。 

推移第三句（282-289 小節）：此處同樣重覆著前面兩句的音樂進行，

並持續在力度及配器上減弱與縮減。指揮除了繼續縮小動作來帶領樂團之

外，也要營造逐漸沉澱緩和的氣氛。  

推移第四句（290-295 小節）：這是推移部的最後一個樂句，指揮首先

應順著前一樂句逐漸緩和下來的氣氛，輕輕的帶領雙簧管、低音管與大提

琴的和聲式音型。在第 292 小節帶出上三聲部弦樂之後，可以逐漸放慢速

度，到第 295 小節第二拍之後，再將速度轉快，並打出強有力的動作為預

備拍，準備將音樂帶入強烈、激動的再現部。 
 

 作曲家於再現部的開始（第 296 小節）標示著「稍微激動」（Poco più 

animato）的術語，並在 16 小節後（第 312 小節）要求進入原速（Tempo I），

亦即回到呈示部的「活潑快板」。筆者在參考不同錄音版本時發現，指揮家

們在處理這兩次速度變化時，採用不同的手法：其一是依照樂譜上的標示，

在第 296 小節時先加快，至第 312 小節時再放慢，帶回到 Tempo I 的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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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式的變化較大，具有強烈的速度張力；155其二是在第 296 小節時以

較為平穩的速度來開始，至第 312 小節時再稍微加快進入 Tempo I，這是屬

於穩定的漸進模式。156筆者在此所採用的速度是如前述第一種，先加快再

放慢回到 Tempo I 的方式。 
第一主題第一句（296-303 小節）：在樂句一開始指揮就須將速度加快

（約 =135），並以強而有力的動作帶出樂團的總奏，隨後應繼續保持擊拍

的力度與彈性，一方面帶領由小提琴主導的對位旋律，另一方面則引導以

低音聲部為主的第一主題動機。在力度上特別注意小號與法國號須比其餘

樂器弱一個等級（f）以保持音響的平衡，第 302 小節時增加力量點出對位

旋律的強重音。（請參考譜例四之 30） 
第一主題第二句（304-311 小節）：此處力度比前一樂句增強一個等級，

再加上低音銅管的加入，使得整體氣勢與能量更為提升。指揮在此應增加

擊拍的力量，以具有重量感的手勢一邊指示由弦樂主導的第一主題動機，

一邊帶領以銅管為重的對位旋律，使兩個線條相互輝映，營造出強烈而果

決的音樂性。在力度上（與前一樂句相似），注意小號與低音銅管須比其餘

樂器弱一個等級（ff）以保持音響的平衡。在樂句最後（第 311 小節）時應

將手勢拉高，準備將速度放慢下來，以進入下一樂句的 Tempo I，指揮在此

需以非常堅定而明確的拍點來帶領樂團，讓這個突然改變的速度可以穩定

的進行交替。 
第一主題第三句（312-315 小節）：由此樂句開始回到 Tempo I 的速度，

而此處完全反覆呈示部第一主題第二句的後半句（第 70-73 小節），指揮可

仿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第一主題第四句（316-323 小節）：此處幾乎完全反覆呈示部第一主題

第三句，指揮可仿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過度性主題 a（324-339 小節）：此處完全反覆呈示部的過度性主題 a，

指揮可仿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155例如奧曼第（Eugene Ormandy, 1899-1985）指揮美國費城管弦樂團（Philadelphia 
Orchestra）時就採用這個方式。（CD, Sony Classical SBK 46538, 1960/61）。 

156例如多拉第（Dorati Antal, 1906-1988）指揮英國倫敦交響樂團（London Symphon 
Orchestra）時就採用這個方式。（CD, Mercury 4756265,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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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度性主題 a’（340-355 小節）：此處完全反覆呈示部的過度性主題 a’，

指揮可仿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過門第一句（356-367 小節）：此過門樂句與呈示部的過門樂句極為相

似，都是藉由力度增強以及小號、低音銅管和定音鼓的加入，增強了整體

氣勢。樂句開始時，指揮應仿照呈示部的手法，以強烈果決的動作帶出銅

管（注意定音鼓由 p 開始漸強），並持續注入急切的能量引導樂團總奏。在

力度上特別注意小號與低音銅管必須弱一個等級以保持音響的平衡，而兩

條交錯進行的線條（下行的附點節奏音型與上行音階）需以同樣的強度平

行前進。在第 360 及 364 小節時，使用與樂句開始時相同的方式來帶領模

進的音樂形式。第 367 小節，增強力量準備將音樂帶入下一樂句的 fff 強奏。 
過門第二句（368-377 小節）：首先應順著前一樂句所推進的能量，強

力的帶出樂團總奏，隨後在每個拍點上都要具有重量感，以帶領節奏強烈

的切分音。第 372 小節時，用力打出第一拍帶出低音銅管的切分音之後（特

別注意此處的節奏與呈示部第 122 小節不同），應將左手逐漸往內縮回引導

力度漸弱，而後續第 373-377 小節可仿照呈示部第 123-127 小節的方式來進

行。 
第二主題第一、二句（378-397 小節）：此處基本上反覆呈示部第二主

題第一、二句，指揮可仿照呈示部的方式來進行，但需注意配器的改變：

低音管加入主題的行列；對位旋律由小號與法國號齊奏（小號力度需弱一

個等級）；第三長號與第一、二部法國號取代低音號與低音管的和聲部份。 
第二主題第三、四句（398-413 小節）：此處基本上反覆呈示部第二主

題第三、四句，指揮可仿照呈示部的方式來進行，但需注意配器的改變：

第一部小號加入頑固音型的伴奏行列（其力度需弱一個等級）。 
第二主題第五句（414-425 小節）：從樂句開始到第 421 小節基本上反

覆呈示部第二主題第五句，指揮可仿照呈示部的方式來進行，但需注意配

器的改變（較明顯的是第三長號取代了低音號，以及單簧管代替了低音

管）。自第 422 小節起，應以強力的手勢持續推動前面所帶起的能量，到第

425 小節，以左手帶出定音鼓的滾奏以及小號和法國號的切分音，同時將速

度放慢下來，以便自然銜接下一樂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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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主題動機第一句（426-435 小節）：作曲家在此標示著「速度轉慢」

（Poco meno mosso），指揮應將速度慢下來（約 =90），以強力的手勢帶動

樂團總奏，一方面以一種君臨天下的權威感準確引導命運主題動機的傳遞

（由長號開始以每 2 小節為單位在管樂間交替進行），同時也藉由增加擊拍

的重量感來指示弦樂的伴奏保持強烈的能量前進。第 434 小節時，再度增

強力量指示全體（特別是銅管）強烈的力度（fff），到第 435 小節時略微加

速，注入積極的能量，並帶動定音鼓的漸強，將音樂熱烈的向前推進。 

命運主題動機第二句（436-443 小節）：作曲家在此標示著「很快的甚

快板」（Molto vivace），指揮應將速度轉快（約 =140），一方面以果決的手

勢帶領兩部小號與第一、二部法國號的命運主題動機，另一方面以清楚有

力的拍點引導伴奏的部份（特別是弦樂的快速八分音符），積極推動音樂向

前的能量。第 440 小節時指示第二小提琴準確加入弦樂的行列。 

命運主題動機第三句（444-451 小節）：此樂句基本上延續前一樂句的

音樂進行，但由於長笛、雙簧管及第三、四部法國號加入命運主題，以及

第一小提琴加入弦樂的伴奏，使得整體力量更為增強。指揮在此應持續推

動由前一樂句帶起來的能量，並將手勢擴大以引導更多樂器進入。特別注

意小號的三連音會與其餘樂器的二連音形成節奏交錯的情況。在第 446、447

及 450 小節時要打穩切分音的節奏，到第 451 小節時，以強烈的動作帶領

此命運主題動機最熱切的節奏高潮（注意三連音的準確），並將此氣勢自然

的帶入下一樂句。 

小尾聲（452-471 小節）：此樂句一開始的兩個強力和弦猶如總結前面

的命運主題一般，指揮應順著前一樂句所推動的強大能量，以寬廣而具有

重量感的動作帶領氣勢壯闊的總奏和弦。第 453 及 455 小節的弦樂快速音

群是重要的橋樑音型，需強力引導使其保持最強的能量前進（注意在第 455

小節第一拍時應更用力點出，以指示後半拍就開始的三連音）。第 456 小節

起，應增強每次擊拍的力度與彈性，以帶領連續 15 個強奏和弦。第 462 小

節時強力帶出定音鼓，並使之從第 463 小節起以強烈的滾奏持續到樂句最

後。第 464 及 466 小節，應將第一拍的二分休止符當作預備拍，在打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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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強有力的反彈動作帶出第二拍的強奏和弦。第 469 小節時，配合速度

漸慢（riten. molto），以分割拍的方式來指揮，如此亦可清楚指示最後的八

分音符節奏。在帶出第 470 小節的長音之後，以左手掌心向上支撐此飽滿

而強烈的和聲音響。第 471 小節時以強而有力的手勢結束這個總奏和弦，

並暫時保持靜止的動作，讓此強烈的音響在空間迴盪大約 2 秒（作曲家在

最後的休止符特別加上延長記號，同樣的手法也出現在前兩個樂章中），然

後再重新打出預備拍進入下一樂段。 
 

前導（472-473 小節）：進入尾奏之後轉為 4/4 拍，「非常莊嚴的中板」

（Moderato assai e molto maestoso），作曲家並未標示確定的速度，筆者認為

約 = 85-90 之間的速度最能表現出莊嚴而且具有流暢感的音樂。樂句開始

時，指揮應以左手圓滑的手勢帶領木管的三連音流動音型，而右手則打出

清楚具有彈性的拍點來引導伴奏部份有如踏步前進一般的規律八分音符節

奏，藉此為後續的命運主題營造一個穩定、莊嚴並含有進行曲風格的氛圍。 

命運主題第一句（474-481 小節）：此處由弦樂主導的命運主題以英雄

式的風格登場，而小號與法國號的號角式對位旋律則增加了英勇、雄壯的

氣概。指揮應在前導句所建立起來的穩定背景中，以堅定有力的動作帶領

弦樂的命運主題以及小號與法國號的對位旋律，務使兩個線條能夠保持平

衡，相得益彰。在演奏上，指揮應要求弦樂使用飽滿的弓拉奏，製造最為

豐富的音響，以符合出作曲家「寬廣的」（largamente）指示，而小號與法

國號則須吹奏出嘹亮的音色，並注意每個吐音都需清楚有力（特別是第 475

小節的附點節奏必須準確而銳利）。就整體力度的設計，尾奏命運主題的最

強奏是從第三句（第 490 小節起）開始，因此，在此第一句時應保持適中

的強度，以逐步醞釀後續最強奏的高潮。第 481 小節時，應以明確而流暢

的動作引導弦樂和長笛的過門式音群，以及同樣具有過渡性質的管樂之跳

進式動機（特別指示小號），將音樂自然的帶入下一樂句。 

298



命運主題第二句（482-489 小節）：在此應持續前一樂句的力度與能量

來帶領由上三聲部弦樂及長笛主奏的命運主題，並以清楚有力的拍點引導

伴奏的部份（特別是低音管與低音弦之規律三連音必須保持 ff 的力度穩定

前進）。在第 483 及 485 小節第二拍時，以左手強力點出小號的簡短號角式

動機。第 489 小節時，應注入更為熱切的能量以引導快速的上行音群，並

藉此推進的能量帶入力度最強、音響最豐富的高潮樂句。 

命運主題第三句（490-496 小節）：從第 490 小節開始，音樂進入強烈

的高潮，指揮應以寬廣有力的動作帶動樂團 fff 的總奏，並將重點放在小號

主導的命運主題（雙簧管以齊奏增強），務使其表現出活躍、充沛而具有進

行曲風格的音樂內涵。同時，亦應藉此強力、明確的手勢，引導以定音鼓、

銅管及低音弦樂為基礎（有如踏步前進）之沈穩厚重的和聲進行，而上三

聲部弦樂和長笛的快速流動音群則可在這個穩定的拍點中流暢的穿梭前

進。 

命運主題第四句（497-503 小節）：此處延續前一樂句的樂團總奏以及

最強的力度，並在全體趨近一致的節奏中，逐漸統合所有能量，推向此高

潮中的最高點。指揮應承續前面所帶起的強烈高潮，並增加擊拍的強度與

彈性，帶領樂團以「非常強力而顯著」（marcatissimo）的力量來演奏。從第

499 小節起，循著最高聲部的旋律進行，逐漸注入能量，凝聚漸強的氣勢，

到第 503 小節時，以最強大而有力的動作帶出本樂章力度最強烈（sfff）的

高潮。 

過度性主題第一句（504-511 小節）：在前面速度平穩、風格莊嚴的命

運主題之後，此處轉為 2/2 拍，「急板」（Presto， =144），音樂風格也變得

輕巧、跳躍。指揮在第一個強奏之後應轉以小而具有彈性的動作來帶領由

兩部小提琴主導的活潑主題，並以清楚的拍點引導規律的四分音符（特別

注意長號以每兩小節為單位，依序從第一部傳遞至第三部）。從第 506 小節

起逐漸擴大手勢帶起漸強，到第 509 小節時，特別注意法國號與小號轉為

飽滿的二分音符，當推進到第 510 小節的最強奏時，順勢帶出定音鼓強力

的滾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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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度性主題第二句（512-517 小節）：此處反覆前一樂句的音樂（但減

少兩小節），指揮可參照前面的方式來進行。 

推移第一句（518-525 小節）：由前一樂句的漸強所推動的氣勢與能量

毫不保留的帶入這個推移句，指揮在此應增加擊拍的力度與彈性，一方面

帶領高音弦樂與木管的主旋律（第 519 及 521 小節的切分音須強力點出），

另一方面引導由銅管和低音弦樂主導的規律而具推進動能的伴奏。自第 522

小節起，以連續四次堅定有力的動作循環（每兩拍為單位）來指示律動強

烈的模進音型。第 523 小節時將定音鼓帶入。 

推移第二句（526-537 小節）：在這個推移句中，指揮應保持強烈的能

量帶領音樂前進。自第 526 小節起，一方面帶動由兩部小提琴及長笛主導

的快速音群，另一方面須明確點出第二拍上的飽滿和聲，務使兩者保持力

度的平衡。第 530 小節第二拍帶出定音鼓之後，以規律對稱的擊拍動作引

導全體一致的二分音符節奏（注意上三聲部弦樂以顫奏增強力量）。第 534

小節起應增加擊拍的重量感以明確指示切分音的節奏（第 536 小節時再強

調一次）。 

推移第三句（538-545 小節）：此樂句以頑固的節奏型態連續進行了八

個小節（第 542 小節起旋律也不再改變），強勢的延續前面推移句所帶起的

巨大能量。樂句開始時，指揮應在第一拍加強重量以帶出厚重有力的和弦，

並在第二拍強力帶起上行音群，隨後以相同的動作帶領音樂前進（注意保

持每次擊拍的能量與新鮮感，不可變成無意義的動作反覆）。  

回顧第一樂章第一主題動機（546-553 小節）：此處突然轉成 6/4 拍，速

度減慢（Molto meno mosso，  = 96），但仍舊延續著強烈的氣勢與能量。

指揮最重要的就是立即以堅定有力的擊拍，在樂句一開始就將速度確立下

來。而在隨後的音樂進行中，除了以強勁的力量帶領小號及法國號交互傳

遞的主題動機之外（在雙簧管的齊奏增強之下，兩組銅管樂器均須吹奏出

最為嘹亮銳利的音色），也需以明確、具有重量感的動作來引導樂團厚重有

力的強奏和弦，使之保持穩定（如踏步一般）的節奏，支撐並推動主題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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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句（554-565 小節）：在這最後的結束句中，指揮應持續前面所推

動的強大力量，帶領音樂邁向強烈、燦爛、具有震撼力的終點。從第 554

小節起，應在每小節第一拍加重擊拍的力量以指示強奏和弦，並熱切的引

導弦樂的顫奏。第 558 小節起，改為每拍強力的點出，以帶動更為緊湊出

現的和弦。第 562 及 563 小節，以最具重量感的動作指示全體總奏和弦。

在第 564 小節第一拍之後強力彈起，以最強的手勢帶起第二拍上整齊的三

個八分音符強奏，並隨著第 565 小節第一拍的強奏將動作停止，使全曲結

束在最豐富、飽滿且具震撼力的音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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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準備指揮此場「俄羅斯之夜」音樂會的過程中，就已對這三位

作曲家及其風格做過一些探究，在寫作本書的期間更以審慎的態度，廣泛

收集各種文獻資料、聆賞許多相關的音樂，除了更全面、深入的了解三位

作曲家的生平與音樂風格之外，也針對樂曲的創作過程進行細膩的探討，

以能呈現最充分的背景知識。在樂曲分析上，先以小節句分析表清晰的列

出樂曲整體結構、樂段及樂句，然後再逐句進行細部探討。音樂詮釋及指

揮法的分析則以筆者本身的指揮經驗為基礎，並參考相關的文獻及有聲資

料，具體論述如何引導樂團做出最佳音樂表現。經由這個嚴謹的研究過程，

筆者對此三首樂曲有了更深入的瞭解，在此就以個人之研究心得，歸納出

此三首作品的特色，並提出指揮者最需特別掌握的重點。 
 
蕭泰然《一九四七序曲》 

 《一九四七序曲》雖以序曲為名，但就其豐富的內容和長達近二十分

鐘的演奏時間而言，實質上更為接近一首形式自由的交響詩。在此樂曲中，

蕭泰然以台灣民謠的精神為主體，融入西方的創作技巧，充分展現其高雅

流暢的音樂風格與熱愛鄉土的民族情懷，全曲主要的特點如下： 

第一、通俗性格：樂曲引用多首台灣民謠以及作曲家自己創作的民

謠，旋律優美、平易近人，而在快板的段落中，主題亦多具有歌唱性。 

第二、段落分明、結構工整：全曲共分序奏及五大段落，每個段落皆

有明確的起始及不同的音樂表現，非常易於瞭解與掌握。在樂句的結構上，

經常是以兩個小節為基礎而組成的工整句型。 

第三、和聲變化自然：在以民謠為主的樂段中，和聲主要是以三和弦

為基礎，呈現出和諧、溫暖的效果；在器樂風格的樂段中則以七和弦、變

化半音以及快速的轉調等手法，製造不和諧、緊張的對比效果。 

第四、配器效果清新：此曲的配器具有簡樸的室內樂風格，僅在幾次

的大高潮中出現強烈濃厚的管弦樂總奏。主奏樂器的使用，如雙簧管、單

簧管、弦樂器等，皆有其微妙而獨特之處，可謂層次分明、效果清新。獨

唱女高音及混聲合唱的加入，深化了讚美詩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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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標題音樂的內涵、反映台灣歷史：在每個樂段中都有作曲家所

想要表現的台灣歷史情景，但其重點並非表面上的描述，而是以傳達內心

的感覺，表現內在的情感為主。 

指揮《一九四七序曲》時應能掌握各個樂段的音樂內涵，注意引導民

謠旋律的豐富歌唱性，在表現「戰鬥」的快板樂段裡應以穩定的速度帶動

音樂前進的能量，有關樂團與合唱配合的部份則需注意音量平衡的問題。 
 
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 

浦羅柯菲夫《第一號鋼琴協奏曲》是他年輕時的作品，從樂曲開始堅

定有力的序奏中就可發現一位具有遠大抱負的優秀作曲家所表現出來的雄

心壯志。這首協奏曲具有作曲家典型的風格，包含古典、創新、觸技曲或

運動力、抒情、戲謔怪誕等五大音樂走向，而樂曲主要的特點如下： 

第一、主奏鋼琴有許多炫技的表現，這突顯了演奏者的技巧。 

第二、樂曲結構屬單樂章奏鳴曲式，雖以古典奏鳴曲式為基礎，但經

過自由的變化，在傳統的架構中尋求創新與突破。 

第三、樂句結構亦屬工整，且經常可以見到模進的表現手法。 

第四、行板樂段中帶有些許悲傷、孤獨的細膩情感。 

第五、從作品中雖然可以看出作曲家對調性的堅持，但他經常在三和

弦上面增加七、九、十一或十三音，營造出不諧和的音響，或以奇異的轉

調及誇張的旋律線條（有時非常接近無調性的音樂）來追求創新的和聲效

果。 

第六、整體配器效果極佳，樂團的部份清晰而適切的擔任伴奏的角

色，並適時提供強力而燦爛的支撐能量。 

指揮此曲時，除了要瞭解浦羅柯菲夫的五大音樂走向之外，一定要能

完全掌握主奏鋼琴的音樂，了解獨奏者的表現方式，在速度、力度、音樂

語法等方面與獨奏者取得共識，以引導樂團隨時傾聽主奏鋼琴，做最好的

搭配與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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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 

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的內容非常豐富，每個樂章都有其獨特

的風格，雖然此樂曲的結構與形式是在傳統的架構之下，但卻是表現作曲

家音樂風格與思想內涵的最佳代表作之一，以下是筆者認為全曲最具特色

之處： 

第一、樂曲採用傳統交響曲四個樂章的形式，而〈第三樂章〉以圓舞

曲取代小步舞曲或詼諧曲則是較為特殊的安排。 

第二、作曲家設計了一個「命運動機」，讓它以不同的風貌在四個樂章

中出現，藉此巧妙的將全曲連貫起來，這是其運用「連章形式」最成功的

作品。 

第三、在配器方面，柴科夫斯基以其敏銳的感覺，將木管族群細膩的

音色變化、銅管的強烈能量以及弦樂器豐富而優雅的特質巧妙的融合，並

配以富有戲劇性的力度變化，創造出極具層次感的配器效果。而他似乎對

單簧管有特別的喜愛，經常以其擔任重要的獨奏部份。 

第四、在和聲的運用上可以見到作曲家紮實的理論基礎，他以三和弦

及七和弦為主，純熟、靈活的使用包含同音異名在內的轉調手法，來增加

和聲色彩的變化。而其偏好主和弦與下屬和弦較為柔性的進行模式，巧妙

的避開屬和弦所具有的強烈調性功能，亦屬特色之一。 

第五、〈第二樂章〉的速度變化多，富有戲劇性的色彩。 

第六、柴科夫斯基的音樂經常是具有豐富的情感，此交響曲亦不例外

的具有這個重要特色，而其中又以〈第一樂章〉第二主題與〈第二樂章〉

的情感表現最為強烈、豐沛。 

指揮此交響曲時要特別掌握住作曲家豐沛的內在情感以及細膩的音樂

語法，對於「命運動機」在各個樂章中所代表的不同意涵需詳加揣摩。在

處理速度多變的〈第二樂章〉時，應注意依照作曲家的指示來進行，自然

的表現出具有戲劇張力的音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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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樂團指揮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對於一首樂曲的瞭解與體悟永遠也

沒有辦法達到百分之百的完美境地，而這卻也就是其引人入勝之處。經過

這個嚴謹、踏實的研究，筆者對於蕭泰然、浦羅柯菲夫及柴科夫斯基的音

樂風格有了更深入的瞭解，在樂曲分析與音樂詮釋及指揮法分析的文字論

述過程中，為了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將過去的一些模糊概念做了釐清，

除了本身自覺獲益匪淺之外，亦希望將此研究成果提供給有意指揮、研究

或瞭解此三位作曲家及相關樂曲者一個參考，更期待音樂先進、前輩們不

吝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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