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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息,●●女高音 ,石易巧/次女高音 ,杯義偉/男高音 溫穎傑/男中音 潘岦同/鋼滲

好海9羊藝術協會每年秋季舉辦的
一
聲歌之夜」系列首樂會己進入第五年 每年都

設定主韙 .今年則以 「變」為主軸 開場以麻泰然教授的
一
出外人一鋼琴獨-h反

引出家鄉之愛 配合國 台 義 德各種語言的歌曲與詠嘆調 ,展現 「愛 .能有

」、賡｛如理費史特膋斯歌曲
子
祕密的邀約」) 」、重你口取劇

.愛
情虀藥＿  「波希米

亞人 .選段〕 更能衍生出更人格局的橖貌 :魺為了避逅而向佛lL緣的
一
一棟開花

的 1.l」  為了民rl9而費色的 「參孫與曆利拉一詠 嘰調 竅是弓偕槽士奉獻一生條

所寫巾
一
最後的住家一等 寓情於景(如

一
七夕調色一  滷 為風的緣故＿).l高景

於情｛1●J「 天頂的皇」｝ 愛情與親情 ,愛之死與昇華 四位歌者與鋼琴家 即將,f

過各式各樣的作品 勾勒出愛的9告瀚

今年 「聲耿之夜′系列首廣離開健國 前往奧地Tl首都紅也納 於市中心有
一
小

金醣 .美譽句巳海兒風音樂廳En心ISa討首演 成為周口下午的
￣
i像際歌一 有

鑑於此 ,今年的由目也特別安排再位旅奧作曲家一 吳賓然與洪綺藋的作品 ;除了

國 台話歌曲以外 ,吳賽然數贈新婚友人的外語歌曲以及洪綺蓮表達思鄉的鋼琴

獨奏由 亦穿插其中 ,展現台灣音樂家更廣的創作維度

卡司除了好海洋觀眾已熟知的烏爾姆劇院獨唱家石易巧 旅義女高昔鄭思筠與旅

無鋼琴家潘昱同之外 特別推庸兩位生力黨一 國人熟識的男高音獨咁家林羲偉與

旅德男中首溫穎傑  ●口人演出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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