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活動資訊 

當大家帶著充實而滿足的心情及略顯疲備的身軀回到高雄後，聲樂社一年一

度的寒假音樂營終於圓滿結束了。回想過去將近一整個學期所有幹部的努力都得

到了回報，大家都感到相當的欣慰。經過了這次的音樂營，不僅讓全體社員體驗

到了各種音樂領域的獨特魅力，增加了自身的音樂知識，也讓大家的感情更加的

融洽，提升了社團的凝聚力。 

    本次音樂營共有 71 人報名參加。活動的第一天下午是由台大合唱團的指揮

連芳貝老師來上課，課程主題是音樂劇。四個多小時的課程裡我們觀賞了許多音

樂劇的片段，其中最精彩的是獅子王的音樂劇，裡面所有的動物都是由演員配戴

著極精美的道具所巧妙裝扮而成，所有社員看完無不驚嘆連連!第二天上午的課

我們請到了知名的無樂器純人聲(A Cappella)合唱團體｢雙氧水｣來為我們做介紹

和現場示範，他們一上台就以精準的合聲及精湛的舞台動作讓所有同學為之瘋

狂，現場掌聲與安可聲不斷。下午的老師是去年也請過的杜明遠老師，這次他為

我們帶來了更精彩深入的泛音介紹，從物理的角度切入探討泛音的成因及如何應

用於合唱藝術中，大家在老師的帶領下非常認真的練習著泛音的唱法，課堂好像

置身於神秘的西藏寺廟中，泛音四起、餘音繞樑。第三天一早我們請到了聲樂社

的指導老師楊文忻老師，楊老師去年開始投入音樂劇｢跑路天使｣的演出，在課堂

上他暢談了與藝人蔡琴及江美琪的合作經驗，也帶領我們做一些舞台演員上台前

做的暖身操，讓我們體會了舞台生活的趣味。最後一堂課是由黃馨瑩老師所上，

黃老師是民族音樂的專家，她為我們介紹了世界各個民族的音樂，台灣原住民的

音樂尤其精彩，藉由他們的音樂我們也更加了解他們的文化及生活，老師幽默風

趣的言談也讓台下的同學如沐春風，最讓大家驚訝的是老師居然也會唱泛音! 

    除了精彩豐富的課程外我們還準備了熱鬧非凡的晚會讓各小隊能盡情的表

演和欣賞，還有好玩的大地遊戲讓大家能舒活舒活筋骨，每個人都玩得不亦樂

乎，大呼過癮! 

    大致上說來此次活動非常的順利圓滿，除了要感謝各個幹部不辭辛勞的奔波

外，還要謝謝學校的幫忙，才能讓所有學員都能在音樂營中學到很多東西，更希

望能學以致用，以期有更優異的表現，以展現高醫人對音樂的熱忱。 

 

活動名稱 2006 寒假音樂營 

活動日期 2006 年 2 月 15 日（三）~2 月 18 日（六） 

活動地點 台南市私立光華女中（台南市勝利路 41 號） 

負責人姓名 翁怡莘 

聯絡方式 0910-390142 

所屬社團 高雄醫學大學聲樂社 

 

二、 活動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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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資訊 

 

 

二、活動成果分享 

95 年 5 月 18 日的夜晚，高醫聲樂社以曼妙音符和悅耳歌聲帶給南台灣的民

眾一場經典的夏季音樂饗宴。這場音樂會的演出成功，除了感謝指揮連芳貝老師

的精湛指導外，社員們在忙碌的課業之餘仍然在連芳貝老師的指導下，星期一、

四來社團練唱，也利用平日的修聲音課程來加強自己對曲子的熟練度，對於這場

音樂會一點一滴的付出而換得這次音樂會的圓滿。也感謝這次與會的師長、同學

和民眾，因為你們的支持和鼓勵使得我們這場「傾聽季風」音樂會能辦的如此成

功，在此向大家致上最深的謝意。 

本次的音樂會在二月開始籌備，經由各組辛苦的努力和付出之下，讓我們能

如期地在高雄市文化局的至德堂演出。演出當天，大家在匆匆用過午餐後，即前

往文化局至德堂彩排。從 2:30 到晚上 5:30 在我們連芳貝老師的指揮下我們對於

曲子做了一而再、再而三地修飾，只希望演出時能帶給觀眾最完美的一場音樂

會。彩排過程中，看到大家雖然疲倦了，但仍然打起精神彩排下去；而連老師秉

持著對音樂的執著和挑剔，辛苦地為我們修飾曲目中的小瑕疵及排練舞台動作，

只為晚上更完美的演出。 

一切辛苦地播種和耕耘在晚上的音樂會結了豐碩的果實。上半場以四季的主

題展開，首先帶來的是夏季的曲目；由可愛又蹦蹦跳跳的 El Grillo e Buon Cantore

〈小蟋蟀）開場，接著由日本民謠 Hotaru Koi〈螢火蟲快來〉勾起大家夏天夜晚

的回憶，還有一首是 The Hill of Home（家鄉的山坡），表現愛爾蘭民謠中溫暖的

旋律；在秋天的曲目中，首先帶來的是日本童謠赤  〈紅蜻蜓〉是一首耳熟

能詳的曲目，接著是 Something Told the Wild Geese〈秋雁密語〉表現秋日神秘的

悽涼感，第三首是鄭智仁先生作曲的二水的月娘，此曲表達出秋日裡對家鄉的思

念心情，第四首是 The Autumn Leaves〈秋葉〉，哀愁的旋律帶來滿滿的秋日色彩﹔

冬天的曲目第一首 Winter Wonderland〈冬季妙境〉，是一首快樂的聖誕節曲目，

表現出在下雪時人們的快樂嬉戲，接著是 Seasons of Love〈愛的季節〉，是音樂

劇卲屋出租的曲目，表現的是冬日人們相聚時最能表達的愛，歌詞清新動人，也

能帶來聽眾的共鳴，第三首是中國歌曲恭喜發財，表現冬天時節中國傳統節日大

街小巷拜年的情景，讓人會心一笑，聽來十分暢快；在四季中的最後一個季節春

天的曲目中，首先是 Sailing〈遠航〉曲目，是由男生帶來的曲目，表現出期待遠

活動名稱 2006 傾聽季風音樂會 

活動日期 2006 年 5 月 31 日 

活動地點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至德堂 

負責人姓名 陳柏睿 

聯絡方式 0972603990 

所屬社團 高雄醫學大學聲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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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出海的心情，接著是電影放牛班的春天裡的 Garesse Sur locean〈輕撫海洋〉曲

目，表現出溫暖的春天的畫面，第三首是 Gli Aranci Olezzano〈橘花飄香〉曲目 

 

以男女對唱的曲目帶來一種耳目一新的春天感覺，上半場也是春天的最後一

首歌，是日文歌青葉歌，以一種壯闊的旋律還有曲調表達出我們對春天的寄望。 

下半場是由高雄中學合唱社開場，接著由道明中學合唱團帶來表演。最後，

聲樂社再度演出的曲目為 Tie A Yellow Ribbon On the Ole Oak Tree〈老橡樹上繫

條黃絲帶〉，是一首美國歌曲，在男生和女生的對唱之下帶來熱鬧的氣氛。再來

是 Perhaps Love〈愛，或許就像…〉曲目，歌詞表達了對愛的疑問還有愛的想法，

我們用最溫暖的聲音來唱來表達。最後一首歌是載歌載舞的 Goin’up to Glory〈上

升到榮耀之地〉曲目，演出結束，全場轟動，在觀眾熱烈回應下，我們唱一首安

可曲「As long as I have music」來表達唱歌的感覺，唱完後邀請高雄中學還有道

明中學的同學一起演出「青葉歌」為整場音樂會畫下完美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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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資訊 

 

 

二、活動成果分享 

本社團預定於今年六月二十七日於台匇與台匇艋舺扶輪社夫人合唱團和星欣婦

女合唱團，在連芳貝老師的指導下以本團為主，在台匇新舞台演出。於六月二十

八日到花蓮太魯閣的原住民教會與原住民同樂。接著再六月三十號到花蓮的玉里

醫院進行義演。本次的暑期巡迴音樂會，在指導老師與社部的努力之下，有新的

突破和更精采的內容，期待可以讓大家看到聲樂社的進步和努力。暑期巡迴不僅

可以促進本校學生和校外的團體的交流，擴大視野，以增進彼此在音樂上的造

詣，更期望能讓美妙的歌聲迴盪於台灣的每一個角落。我們希望在音樂會和社遊

並行的活動中，讓社員們更熱愛合唱藝術並且用本社的熱情和活力激起大眾對合

唱藝術的熱情，進而讓台灣的合唱風氣更盛行。 

       本次暑期巡迴音樂會，所使用的主標題為傾聽季風，副標題為四季的歌。

如同副標所示，本次的曲目將分為春、夏、秋、冬四個部分。總括內容有音樂劇

選曲、電影選曲、歌劇選曲、台灣創作作品、流行歌曲、中國創作作品、日本童

謠和創作、以及愛爾蘭民謠。透過新的編曲將其改編成混聲四部及少數同聲作

品，透過合唱的形式表現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例如：Winter Wonderland、紅色

的蜻蜓、The Hill of Home、二水的月娘。 

 

 

 

 

活動名稱 2006 暑期巡迴音樂會 

活動日期 2006 年 6 月 27 日(二)~7 月 1 日(六) 

活動地點 6 月 27 日：與台匇艋舺扶輪社夫人合唱團和星欣婦女合唱

團在台匇新舞台聯合演出 

6 月 28 日：與原住民在太魯閣的教會進行同樂性質演出 

6 月 30 日：於花蓮玉里醫院演出 

負責人姓名 袁嘉駿 

聯絡方式 0972369983 

所屬社團 高雄醫學大學聲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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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資訊 

 

 

二、活動成果分享 

暑訓 

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三日，我們開始了為期三天的暑訓。為了這一刻，大家

不惜捨棄美好的暑假時光，提前一個禮拜回到學校來。這段時間或許不長，然而

每個社員都是卯足了全力，只為了有個完美的迎新音樂會，也才不辜負新生們的

期待。這三天的練唱，社員們重溫首首動聽的歌曲，在選曲上，這次我們以傾聽

季風為主題，選了屬於四個季節的歌曲，不但各方特色兼備，包含民謠、電影配

樂、古典…等，其中幾首歌更搭配了舞蹈動作，以期在音樂會上能有更活潑生動

的表現！雖然練唱過程是辛苦累人的，但每個人臉上卻未露出絲毫疲態，甚至私

下進行加練，由此可見聲樂社員們的用心與認真！ 

此外，戲劇人員以及美宣組員也善用休息時間，進行彩排及場佈製作。一次

次排練的疲累，將會換得迎新音樂會貫徹全場的掌聲與笑聲；精心設計的海報與

道具，更為迎新音樂會增添不少光采！ 

一、 校歌教唱 

九月十四日早上 7:30，所有聲樂社員已在 CS312 集合完畢。為了以最好的

聲音來詮譯校歌，我們利用一點時間來進行發聲練習。8:00，帶著一顆熱忱的心，

精神抖擻地前往教唱地點，準備新生手冊及教唱資料。8:50，所有新生魚貫入座，

聲樂社員們發放資料完畢，並開始第一場的教唱。在活潑有朝氣地開場後，聲樂

社帶給新生一次耳朵與心靈的衝擊，澎派有力的聲音，迴盪整個演藝廳，充分表

現出高醫校歌的雄偉莊嚴；緊接著是聲樂社為迎接新生的到來，所特別準備的台

語歌謠—流浪到淡水，合唱的表現方式，輕快活潑的旋律，敲進了在場所有人的

心坎裡，全場無不為此喝采！ 

10:00 第二場、11:10 第三場，皆同樣擄獲新生們的目光及讚賞，至此，聲樂

社已在新生心中留下了極佳的第一印象！而社員們也十分興奮，期許在接下來的

社團嘉年華、迎新音樂會中，能有更好的表現！ 

二、 社團嘉年華 

九月十四日、九月十五日，接連兩天的社團嘉年華，是一為新生選擇社團所

舉辦的社團聯合宣傳，聲樂社不僅提早到會場前置，在攤位中擺設歷次音樂會的

資料、歷屆社服展覽，在向新生們解說介紹本社的同時，耳畔更有陣陣曼妙音符

活動名稱 2006 第 17 屆聲樂社迎新系列活動 

活動日期 2006 年 9 月 11 日~9 月 13 日 

活動地點 高雄醫學大學 

負責人姓名 何承叡 

聯絡方式 0929972167 

所屬社團 高雄醫學大學聲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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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來，原來是音樂會的實況演出！聲樂社營造了一個溫馨自在的環境，對於新生

們的提問必有詳細回答，不但引起他們對音樂的興趣，對聲樂社的好感更是油然

而生；聲樂社員也在校園各處發送迎新音樂會的傳單，浩大的聲勢，輔以簡潔的

口號，這是聲樂社活力十足的一面。社員們不厭其煩地解說、宣傳，臉上永遠漾

著笑容與新生談天，希望他們能體會到聲樂社的認真，以及社員們願意付出的動

力來源──聲樂社所提供的溫暖。 

而歷經了兩天的擺攤介紹，新生們留下的資料即反映了聲樂社宣傳的成功，

多達 350 名新生表示對聲樂社的支持，使我們有更堅定的動力與信心向前邁進，

對於迎新音樂會的表演也更為重視，每次排練絲毫不敢懈怠，絕不辜負新生們的

期待，是每位社員一致的態度。 

三、 迎新音樂會—聲歷奇境 

終於，九月二十日晚上 7:00 濟世大樓 302 教室中，擠滿了人潮，為的全是

聲樂社迎新音樂會—聲歷奇境。在主持人熱情奔放的開場之後，大家期待已久的

奇幻經典大戲—“愛麗絲夢遊聲巴克王國”熱鬧開演！故事情節如下：愛麗絲為了

拿到傳說中可以讓歌聲變好聽的神奇藥水，以收集星八顆來打倒撲克牌女王為目

的，踏上了旅程。在遇到兔子、大野狼之後，又意外救了七隻小羊。愛麗絲與七

隻小羊帶著收集到的星八顆，來到了傳說中的城堡。打敗撲克牌士兵後，見到了

女王。在危及的狀況下，召喚出神奇的力量。最後跟女王達成了協議，從此過著

幸福快樂的日子。本劇由社員們誇張爆笑的演出，加上經典逗趣的配樂，贏得全

場如雷掌聲！而此劇熱鬧的風格，也揭開了音樂會愉快的氣氛。 

欣賞完戲劇表演，換了個比較正式的場景。我們以 PPT 的形式，來介紹關

於聲樂社的一切，包含社課時間說明、豐功偉業、指揮介紹、專業聲樂指導老師

介紹、今年一整年的行事曆…。讓新生知道我們是個有計畫、資源豐富的社團，

也相信經由這簡單的介紹，新生對聲樂社的迷思，又打破了一些。 

    氣氛頓時一轉，悲涼淒美的旋律取而代之，以四季為主題的音樂會即將登場： 

＊夏-《阿爸的風吹》，一首訴說著父女親情的感人歌曲，短劇引出了感傷的氣氛，

和諧的人聲延伸了這份情緒，漫進聽眾的心底…。 

＊夏-《螢火蟲》，整首以卡農的形式，三部依序出現。在燈全暗場景下，採用螢

光棒仿擬螢火蟲一明一滅、飛來飛去的樣子，聆聽時就猶如行走在一片黑暗的森

林，突然看到小螢火蟲所散發出來的點點亮光，給聽眾一種驚喜的感覺。 

＊秋-《Autumn leaves》，優美的旋律，伴著厚實穩重的音色，不但表現出秋意蕭

瑟的感覺，更引起大家心底的共鳴，一種共同的─感動。 

＊秋-《Sailing》，男生分區、隨性的散坐在台上，唱出屬於男人的抱負與理想。

一片汪洋的蔚藍海域、海風輕撫、陽光灑在身上的景象，彷彿就在眼前。這樣遨

遊恣肆的自由，無不令在座觀眾心生嚮往。 

＊冬-《Winter Wonderland》，鋼琴前奏一下的瞬間，佈置在鋼琴上的耶誕小燈飾

也在同時亮起、開始閃爍，為本曲點起了活潑可愛的伴奏。整首以輕快的曲調，

帶領著觀眾走進雪花飛舞的白色大地，踏入了冬天才有的奇異景象。 



 8 

＊冬-《恭禧發財》，曲風活潑，以俏皮的匇京腔來詮釋。一邊道著恭喜、一邊向

觀眾鞠躬，最後更以一對春聯，和恭喜發財四個大字來表現濃厚的春節氣味。如

此熱鬧的結尾，帶給觀眾滿滿的期待與歡樂。 

＊春-《Seasons of Love》，是音樂劇、電影『RNET 卲屋出租』的主題曲，旋律

起伏優美，獨唱帶出整首曲子的高潮。在歌詞中不斷重複的說著「記得用愛，當

作衡量的單位，來計算一年的時間，來計算我們的人生，才能成就每個愛的季

節。」，讓觀眾體會到，要「珍惜所有，把握現在」。 

＊春-《青葉之歌》，是一首祈求和平的歌。希望大家可以以愛連接世界，並且擁

有實現和平世界的決心。曲末不斷的高喊著「大家手牽著手將世界連接起來，並

將彼此的心緊緊抓住。」強烈的呼喊，真摯的渴望，撼動了所有人的心，為上半

場帶至高潮的結束。 

接著讓我們透過放大鏡來看看聲樂社的真面貌吧！藉由影片，紀錄了每個活

動、每場音樂會的實況，更以社員的角度，帶觀眾進入我們回憶的漩渦中，一步

步去探索瞭解聲樂社的年度活動：上學期的迎新音樂會、與德國團體合作、社遊、

期末音樂會，下學期的聲樂盃或金嗓獎，期末音樂會、送舊晚會、國家音樂廳、

暑期巡迴演出…等豐富充實的活動。影片中也透露了聲樂社員彼此深厚的情誼，

聲樂社將我們彼此牢牢牽起，共同為這個大家庭而努力。每一幕的喜怒哀樂，點

點滴滴都是我們難忘的回憶，也盼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入我們的行列。 

在這樣溫馨的時刻，我們獻上一首對於我們而言，具有非常重大意義的歌─

《As Long as I Have Music》。「當世界似乎離我遠去……只要有一首歌，我就能

夠走下去」。本首曲子在人生的絕望之中帶給人們勇氣，在歌聲中每個人都可以

找到生命的出口，只要有一首感動的歌，不管再怎麼苦，都可以走的下去。從歌

曲開頭的悲傷，到最後走出自我心中的迷宮，一首簡單的歌，帶給每個人無限的

感動。以 PPT 的形式，我們秀出了歌詞，讓觀眾們知道每一句歌詞所代表的涵

義，以及我們此刻想表達的心境。 

原本安靜詳和的氣氛，瞬時轉成熱情奔放，揭起了下半場的序幕，那就是─

電影『修女也瘋狂』的主題曲-《Hail Holy Queen》，從一開始藉由虔誠安靜的音

樂，讚美聖母，一個轉折，以另一種歡唱的音樂來傳達對聖母瑪麗亞的敬仰。搭

配可愛逗趣的動作，最後再配上拉炮的效果，贏得全場熱烈的歡呼。 

    緊接著，隊型向外散開，配合上整齊劃一的舞蹈動作，我們帶來一首《Goin' 

up to Glory》，本曲一開始為純男生的齊唱，表現出奴隸為主人工作的心情。並

逐漸加入女生展現俏皮的活力。整首曲子氣勢一段高過一段，牽動整場觀眾的

心，絢爛地為本曲做最有力的收尾。 

最後，應觀眾要求，我們獻上ㄧ首安可曲！咦？如此熟悉的旋律，這不就是

校歌教唱中頗受好評的《流浪到淡水》嗎？大夥兒踏著輕快的腳步，邊走邊唱，

觀眾似乎也被這歡愉的氣氛所感染，幾乎要站起來跟著我們一起舞動呢！就在這

自在和諧的氣氛中，為今晚的音樂會劃下完美的句點！  

聆賞完這場精采的迎新音樂會，許多新生們對聲樂社充滿憧憬，紛紛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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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部詴音，而有了這些新血加入，聲樂社日益茁壯，未來的成就指日可待！

大家意猶未盡，也想認識新夥伴，便到隔壁的教室，享用豐盛的 buffet 去囉！ 

這是一次成功的音樂會，若不是所有社員的共同努力，就沒有今晚的盛況，

感謝大家對聲樂社的認同感與熱愛，讓我們期盼更璀璨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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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資訊 

所屬社團 高雄醫學大學聲樂社 

活動名稱 2006 外國團體聯演音樂會與音樂交流會 

活動日期 2006 年 10 月 4 日(三)~10 月 5 日(四) 

活動地點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至善廳與高雄醫學大學 

負責人姓名 王筱涵 

聯絡方式 0939767055 

 

二、活動成果分享 

2006 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在 9/30 展開國內賽，隔日則是國際賽，而且之後

這些實力堅強的外國團體在台灣有巡迴音樂會。繼去年 NINIME 來到高雄，和

聲樂社在高醫演藝廳合作動聽的音樂會；今年來了兩個外國團體---匈牙利團體

Fool Moon 和奧地利團體 OIS Voice，和高醫聲樂社一同在文化中心售票演出。 

10/4 音樂會當天高醫聲樂社首先開場表演了五首歌曲，贏得全場熱烈的掌

聲。而之後到台下當觀眾，繼續欣賞外國團體的精采演出，他們以優美而和諧的

音色唱出活潑的喜劇、時髦福音、深情民謠和豐富的表演元素，讓整個音樂會會

場熱到最高點，令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穩定的現場表現之外，他們運用麥克風

及音響器材的熟練精準，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大家開心的和台上活潑的演出者一

同熱情品嘗音樂帶來的活力和美好。 

10/5 外國團體破天荒來到高醫開座談會，來到聲樂社跟大家一起來場面對面

音樂交流，近距離接觸到前一天台上的表演者，了解別人作音樂的歷程、融入他

們對音樂的熱情，他們談到唱歌的方法、percussion 的技巧、練習的時間和模式、

團員之間的配合、還有兩個團體之間的良性競爭和共同玩音樂、高歌一曲。這兩

個都是大男孩的人聲團體，都非常的友善和熱情，有問必答，一邊喝珍珠奶茶，

一同談音樂、一面又不忘幽默風趣一番，說話逗趣又和善，讓氣氛十分歡樂，之

後又唱了好些首動聽的歌曲掀起高潮，聲樂社也上台唱了卲屋出租主題曲和”流

浪到淡水”，以音樂來展現彼此的熱忱與同心的喜悅。最後，送上學校紀念郵票

和聲樂社社服以及應當時景的中秋月餅，之後又有 CD 簽名會，讓 CS302 洋溢

歡樂不已。又到廟口品嘗小吃，繼續開懷聊天再劃下完美句點，無論是外國團體

或是我們自己都得到太多快樂並且收穫良多! 

● 活動檢討與建議 

這次來的兩個外國團體都是大男生，總共有十一人，是去年四人女聲團體的

近三倍，在連絡時間、住宿、交通、飲食、觀光、活動行程上都比較難敲定，變

數也比較大，要跟合唱中心保持聯繫，隨機應變做調整。這次外國團體來訪，住

宿在”勞工育樂中心”，乾淨、價格公道(外國團有要求兩張單人床)；交通則是有

小巴士和計程車兩種選擇；觀光由於人數較多，無法由學生自行帶領遊高雄，所

以交由旅行社去辦。 

票務方面，票張數和票價一改又改，一拖再拖，造成大家買票和發票的困擾。 

音樂會當天由於新生眾多，機車數量不夠，情況有點混亂。下次應事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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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當，以免浪費不少時間。 

座談會整體氣氛佳、很成功，但是事前規劃應該再提早一點、詳細一些，不然突

發狀況有點多，感覺上新生、老人、社部、主持人、佑君老師之前沒有達到一些

共識，外國人更不知道我們到底需要什麼、在做什麼，因此，流程可能要早點敲

定，問題和可能的情況、應對多少要先準備。另外，外國團體分享音樂歷程、現

場輪流歡唱非常具有意義，開拓大家視野，彼此認識。但有些人可能事先對這兩

個團體和人聲重唱毫無概念、或是不太適應英文對談，就可能會覺得沒有得到東

西或感覺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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