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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非營利的業餘古典交響樂團，是一件艱鉅的工程；
維持樂團永續經營的精神，更是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恆心；
灌溉青少年音樂教育的理想，是我們所有音樂人的職責；
推廣社區合作聯演的機緣，是我們義不容辭的向前動力!

陽光台北秉持著古典音樂人的精神，15年來不斷努力與成長，製作許多交響樂團展演的
各個時期經典曲目：巴洛克、古典、浪漫、20世紀、現代；不僅演奏交響樂曲、序曲、
協奏曲，更擴展歌劇、神劇、清唱劇、親子歌劇、芭蕾舞劇，以及邀約國人作品，提供
創作首演。陽光台北亦結合社區合唱團、校友合唱團、國小舞蹈班、兒童合唱團等等團
體，共創聯演合作平台。在教育部分，成立青少年樂團、向日葵少年弦樂團、冬季指揮
營、暑期音樂營、指揮技法班、大師班、國際交流等等活動，讓愛樂者的家長和青少年
們，青春不留白!

如今再向前奔走的陽光台北交響樂團，非常需要大家的肯定與支持，無論是金援贊助、
音樂會購票、廠商廣告，很期待愛樂者能看到陽光台北的努力耕耘，一起為我們的揮汗
辛勤，共襄盛舉，齊肩並進!謝謝您!

音樂總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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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陽光台北 15週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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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典 胡庭維 陳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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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揚琴笛 號響黑白鍵 》
蘆洲功學社

孫愛光 林士凱 賈元元
何忠謀 陳怡婷 曾韋晴

法吉歐利鋼琴中心
賈元元

台北中山堂
孫愛光 陳介涵 方信淵

台北懷恩堂 主辦
孫愛光

第 屆《彌賽亞》慈善音樂會

台北中山堂
孫愛光 楊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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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出精彩》 陽光 冬季指揮營

《陳介涵與新世界》

April
台北懷恩堂 主辦

孫愛光

聖詩韓德爾神劇《約書亞》

《賈元元 鋼琴大師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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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演出單位｜陳陳陳

Sun Taipei Philharmanic

曲目｜ 威爾第：歌劇《弄臣》
Ｇ. Verdi: Rigoletto

票價 Price｜

歌劇音樂會威爾第《弄臣》

1.8 Fri.
19:30

陽光15週年展演系列

新北藝文中心

2007年成立的陽光台北交響樂團，2022年即將邁入第15年，是屬於充滿活力

與夢想的青少年階段。本場音樂會推出廣受樂迷歡迎，奠定威爾第成為世界級

歌劇作家地位的鉅作《弄臣》，該歌劇與《茶花女》、《遊唱詩人》並稱為威

爾第中期的三大傑作，音樂優美、旋律動聽，容易琅琅上口。

本次演出將由多年合作夥伴林中光(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擔任編導，率

領國內歌劇界優秀傑出、演出活躍的聲樂家們：王典、胡庭維、陳虹君、謝銘

謀、王郁馨、宮天平、陳翰威、唐志珍、黃奎霖、魏新祐、王銘瑜、周義山、

戴唯捷等，與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合唱團、陽光台北交響樂團共同聯合演出。指

揮為本團創辦人孫愛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專任指揮教授)。

500 800 1000 1200

Verdi Rigoletto
Suntaipei 15th Anniversary Series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指揮暨音樂總監
孫愛光

導演｜林中光 男高音｜王典 男中音｜胡庭維 女高音｜陳虹君音樂教練｜謝欣容



演出單位｜陳陳陳
Sun Taipei Youth OrchestraSun Taipei Philharmanic Sun Taipei Sunflowers Strings

曲目｜ 雷史畢基：「義大利舞曲」選自《古代魯特琴歌謠與舞曲組曲》第三號
Italiana from Respighi’s Ancient Dances and Airs for Lute, Suite no. 3

林思貝 編：聖詩《這是天父世界》

莫札特：C大調長笛與豎琴協奏曲，作品二九九
W.A. Mozart: Concerto for Flute, Harp, and Orchestra in C major, K 299

柴可夫斯基：C大調弦樂小夜曲，作品四十八 第四樂章：終曲
P. I. Tchaikovsky: Serenade for Strings in C Major, Op.48 IV. Finale

蕭士塔高維契：C小調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作品三十五
D. Shostakovich: Concerto in C minor for Piano, Trumpet, and String Orchestra, Op.35

票價 Price｜

指揮暨音樂總監

孫愛光

少年團指揮

林士凱

鋼琴｜賈元元 小號｜何忠謀 長笛｜陳怡婷 豎琴｜曾韋晴

悠揚琴笛號響黑白鍵

3.27 Sun.
14:30

陽光15週年展演系列

蘆洲功學社

2022年為陽光台北交響樂團創團第15週年,，本場音樂會亦為開春後新氣象的一場精心策
畫的音樂會，除了青少年樂團的團員外，亦結合去年秋季甫成立的向日葵少年弦樂團，並
佐以交響樂團的部分老師，共同為音樂舞台一起努力的展演活動。本場音樂會著重於弦樂
技巧的曲目、四重奏名曲、以及雙協奏多樣獨奏樂器的曲目；不僅培訓青少年演奏能力，
亦廣開耳界聆聽音樂的美妙之音。

開場由向日葵少年弦樂團清純的演奏純弦樂合奏的二首短曲，其中包含特邀作曲家林思貝
編曲聖詩《這是天父世界》；下半場也安排雙弦樂四重奏，柴可夫斯基《C大調弦樂小夜
曲，作品四十八，第四樂章：終曲》，結合老師、青年、青少年各階層團員，共同學習參
與演奏。

協奏曲部分，下半場特邀鋼琴家賈元元與小號家何忠謀，共同演奏蕭士塔高維契《C小調
鋼琴與小號協奏曲，作品三十五》，以及上半場力邀長笛家陳怡婷與豎琴家曾韋晴，演出
著名的莫札特《C大調長笛與豎琴協奏曲，作品二九九》。此二首雙協奏曲橫跨古典樂派
與二十世紀樂派，以及木管、撥弦、鍵盤、銅管四項不同樂器的結合，在傳統與新潮之
間，產生優美與磅薄的差異，將帶領愛樂者領受2022年虎年的清新燦爛與視聽饗宴！

400 600 800 1200

Concerto for Flute & Harp, Piano & Trumpet
Suntaipei 15th Anniversary Series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演出單位｜陳陳陳

Sun Taipei Youth Orchestra

Sun Taipei Philharmanic

曲目｜ 德沃札克：e小調第九號交響曲《新世界》，作品九十五
A. Dvroak: Symphony No.9 in e minor, op.95

拉赫曼尼諾夫：《c小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作品十八
S. 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 No.2 in c minor, op.18

票價 Price｜

指揮暨音樂總監｜孫愛光 鋼琴｜陳介涵 青少團副指揮｜方信淵

陳介涵與新世界

5.12 Thurs.
19:30

陽光15週年展演系列

台北中山堂

從來自美國新世界的書信，透過音樂表達對故鄉的思念；

鋼琴浪漫的琴聲，帶領聽眾進入冷冽北國的風情！

著名鋼琴家陳介涵，匯集美俄兩國音樂涵養之精華；

與陽光台北交響樂團攜手合作，體驗拉赫曼尼諾夫獨特的情感。

秉持教育推廣的信念，鼓勵青少年挑戰；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與青少年管弦樂團連袂演出，展現新的火花！

陽光十五週年，帶您一同品味兩首膾炙人口的經典名曲！

500 800 1000 1200

Kimberley Afanasova & the New World
Suntaipei 15th Anniversary Series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演出單位｜陳陳陳

Sun Taipei Youth Orchestra

Sun Taipei Philharmanic

曲目｜ 洪伯丁克：糖果屋《韓賽爾與葛莉特》
E. Humperdinck: Hansel and Gretel

榮星兒童合唱團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舞蹈班

票價 Price｜

指揮暨音樂總監
孫愛光

導演｜楊磊 青少團副指揮
方信淵

哥哥｜余佩珊

媽媽、睡仙
陳玟潔

妹妹｜林映旻

巫婆｜蔡依倩 爸爸｜康基佑 晨仙｜黃韻如 舞蹈編排
李孟容

親子歌劇《糖果屋》

7.23
7.31

Sat.

Sun.

15:00第一場
19:30第二場

15:00

陽光15週年展演系列

新莊藝文中心

苗北藝文中心

由德國音樂家洪伯定克作曲，改編自格林童話的歌劇《糖果屋 Hansel &
Gretel》，描述一對兄妹用機智打敗巫婆，解救被囚禁的薑餅人的奇幻異想故
事，一直是史上最受歡迎的童話歌劇。

2018年7月19日，陽光台北交響樂團精心策畫製作，並結合國內多位優秀青年
聲樂家、兒童合唱團、陽光台北青少年管絃樂團暨陽光台北交響樂團，於台北
市中山堂中正廳連續演出兩場音樂會，親子觀眾一致反應熱烈，佳評如潮！

今年再度隆重推出這齣膾炙人口的親子歌劇給新北市廣大民眾，新莊藝文中心
演藝廳與苗北藝文中心再次演出，與愛樂大眾共享此音樂饗宴!

500 800 1000 1200

Hansel and Gretel
Suntaipei 15th Anniversary Series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演出單位｜陳陳陳

Sun Taipei Youth Orchestra

Sun Taipei Philharmanic

曲目｜ 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劇《胡桃鉗》，作品七十一
P.I. Tchaikovsky: The Nutcracker, op.71

票價 Price｜

指揮暨音樂總監
孫愛光

導演｜楊磊

聖誕的胡桃鉗

11.24 Thurs.
19:30

陽光15週年展演系列

台北中山堂

由俄國音樂家柴高夫斯基編寫的芭蕾舞劇。原作為 E·T·A·霍夫曼《胡桃鉗與老鼠

王》的故事。描述克拉拉遇見胡桃鉗，並眼見老鼠王與胡桃鉗之間的打鬥，後來醒來

才知是夢境一場。

柴可夫斯基後來根據大仲馬改編的版本譜寫了芭蕾舞的音樂，成為現今眾所周知聖誕

節傳統節目的著名版本，老少咸宜，歷久不衰。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於年終歲末精心製作，結合青少年管絃樂團、優秀青年舞蹈家們及

新北市埔墘國小舞蹈班，為廣大愛樂迷推出這齣膾炙人口的音樂饗宴！

500 800 1000 1200

Nutcracker in Christmas
Suntaipei 15th Anniversary Series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陽 光 15 週 年
合 作 系 列



演出單位｜陳陳陳

Sun Taipei Philharmanic

台北YMCA聖樂合唱團

曲目｜

韓德爾：神劇《約書亞》
G.F. Handel: Oratorio “Joshua”

《聖詩選粹》（僅4/22演出）
Selection from “Hymn“

票價 Price｜ 400 600 800 1000 1200

指揮暨音樂總監

孫愛光

女高音｜許雅萍男高音｜林建吉 男高音｜戴唯捷男低音｜林中光 女中音｜陳靖旻

韓德爾神劇《約書亞》
陽光15週年展演系列

Handel Oratorio Joshua
Suntaipei 15th Anniversary Series

4.22
6.6 Mon.

19:30

Fri.
19:30

國家音樂廳

台北懷恩堂（免費入場）

「約書亞」是韓德爾第四度以摩雷牧師（Thomas Morell）的劇本創作

之神劇，1748 年 3 月 9 日由作曲家親自指揮在倫敦柯芬園劇院首演。

韓德爾第二著名的合唱曲《See, the Conq'ring Hero Comes》便是收

錄在這部神劇中，同首曲目也被收錄在神劇「猶大馬加比亞斯」裡面。

在經過260 年之後，古樂專家 Peter Neumann 率領科隆室內合唱團與

科隆古樂團，邀集歐陸最頂尖的聲樂家採用英文原始版本演唱，讓這部

偉大的神劇再度以原貌與世人見面，不但彌足珍貴，更深具歷史意義。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演出單位｜陳陳陳

Sun Taipei Philharmanic

台北YMCA聖樂合唱團

曲目｜ 莫札特：《c小調彌撒》，作品四二七
W.A. Ｍozart: Mass in c minor, K.427

票價 Price｜ 500 800 1000 1200

指揮暨音樂總監

孫愛光

女高音｜林錦如 男高音｜林建吉 男低音｜林中光女低音｜翁若珮

莫札特《c小調彌撒》
陽光15週年展演系列

Mozart Mass in c minor
Suntaipei 15th Anniversary Series

10.6 Thur.
19:30 國家音樂廳

被譽為音樂世界的曠世天才_莫札特生在宗教氣息濃厚的天主教家庭，自小耳濡目染，讓
音符和旋律浸透靈魂而成長。他因職務之故寫下許多宗教音樂，其中彌撒曲多達十九首。
較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移居維也納自發性創作，其中以個人風格濃厚最著名的，即是「安
魂彌撒」和「C小調彌撒」_這部無論合唱曲或賦格曲，均展現前所未有的華麗風格與宏偉
氣勢，因此又被稱為「大彌撒曲」。

《C小調彌撒》是莫札特給妻子康絲坦茲結婚禮物，也是同期作品中編制最大的一
首。1783年首演由莫札特親自指揮，康絲坦茲擔任女高音獨唱。雖然部份信經以及整段羔
羊經尚未完成，毫不減損這部作品在音樂史上的地位，特別是女高音的花腔部份，其戲劇
性令人難忘。在宗教音樂史上所受到的肯定，此樂曲和巴哈的「B小調彌撒」及貝多芬的
「莊嚴彌撒」並列為彌撒曲的三大傑作。或許這作品來自一個世俗化的創作動機，但換個
角度，讓我們看見莫札特心靈深處最真實的信仰告白。

今年是「音樂神童」莫札特逝世230週年，本團為紀念這位樂壇奇才而展演這部他生平唯
二的「未完成」，仍被視為珍貴創作樂曲。極力推薦音樂領域修為已爐火純青、敏銳的音
感、豐沛的旋律、樂器的熟稔，悠美超俗，自然流暢的c小調彌撒曲。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演出單位｜陳陳陳

Sun Taipei Philharmanic

台北YMCA聖樂合唱團

曲目｜韓德爾：神劇《彌賽亞》
G.F. Handel: Oratorio “Messieh”

指揮暨音樂總監

孫愛光

第76屆《彌賽亞》慈善音樂會
陽光15週年展演系列

Handel Oratorio Messieh
Suntaipei 15th Anniversary Series

12.9 Fri.
19:30 台北懷恩堂（免費入場）

《彌賽亞》是西洋三大神劇中最膾炙人口的作品，傳唱最廣泛、最多且
實在是好聽，在音樂史的長河中屹立不搖。藉著最高雅、莊嚴、動人的
字句宣敘出來的崇高、宏偉、溫柔，使每一個陶醉在音樂之中的心靈和
耳朵心蕩神怡，深受感動。

這首神劇可以流傳這麼久，因為它極其豐富，音樂的流動性、旋律、張
力、節奏，都有他哀傷、沉靜、喜悅與雄偉。

內容全取材於聖經，以賽亞書為重心，詩篇、福音書及書信為輔，節錄
77節重要經文編寫而成。是首頌讚耶穌基督一生的作品，從舊約聖經預
言他的「降世」(第一部分)、「受難與死亡」(第二部分)，最後以「復
活、救贖、榮耀」(第三部分) ，以榮耀的再臨結束。最後一首只用了
『阿們』這個字把聖經中的訊息，和韓德爾寫彌賽亞的訊息全部在這
首”誠心所願”地獻給神。

『聖誕佳音』帶出“愛與犧牲”以及“平安與祥和”最具聖誕節氛圍的經
文，先知以賽亞的預言《彌賽亞》第一部的歌詞：『因有一嬰孩為我們
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
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彌賽亞》幾乎都是在受難週和復活節期演出。從十九世紀開始，更成

為聖誕節不作第二想的代表性劇作！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陽 光 15 週 年
教 育 推 廣 系 列



主辦單位｜陳陳陳 音樂文教學會
SUN TAIPEI MUSIC ASSOCIATION

《陽光台北文教學會》
2022年度會員大會
陽光15週年教育推廣系列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因著樂團教育和舞台展演需求，2011年成立「陽光台北音樂文教學

會」；由數位理監事共同關懷。其內容除了大部分的音樂會活動之外，

尚有青少年管弦樂團、少年弦樂團、暑期音樂營、寒假指揮營、大師

班、講座、指揮技法班等等，讓喜愛古典音樂的愛樂人及孩子，能獲得

更寬廣的學習機會與生活視野。

每年新年，我們都會聚在一起，分享孩子們成長的喜悅，展現孩子們喜

愛舞台的熱情，攜手建造更美好的音樂世界！

1.2 Sun.14:30 台北YMCA



主辦單位｜陳陳陳 音樂文教學會
SUN TAIPEI MUSIC ASSOCIATION

《揮出精彩》
2022陽光冬季指揮營

陽光15週年教育推廣系列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 2007 年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專任指揮教授孫

愛光博士創團，為培育指揮專業人才以及大眾對指揮的喜愛與興趣，竭

誠歡迎對指揮有需要精進者和古典愛樂者，一起參加學習與挑戰，為青

年指揮家以及青少年們開發潛力，提供更深入精闢的指導。

(一) 樂曲簡析- 探討樂曲內容與時代背景

(二) 指揮技巧- 針對不同程度學員分組學習

(三) 指揮實作- 綜合室內樂演繹練習並錄影

(四) 舞台展演- 背譜指揮授課成果並邀觀眾聆賞

(五) 結業證書- 頒發學習收穫憑證



主辦單位｜陳陳陳 音樂文教學會
SUN TAIPEI MUSIC ASSOCIATION

《賈元元鋼琴大師班》
陽光15週年教育推廣系列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鋼琴家賈元元以獨奏家及鋼琴合作音樂家身份活躍於舞台。2004年在紐

約卡內基音樂廳威爾演奏廳的獨奏會首演倍受讚揚，獲樂評家Howard

Ailbel於「紐約音樂會樂評」雜誌中給予高度評價。曾任教於國立嘉義大

學音樂系及音研所，目前擔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立大學音樂系

及音樂研究所及實踐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

曾獲臺灣區音樂比賽鋼琴成人組冠軍，及三度臺灣區音樂比賽樂曲創作

冠軍。1990年通過教育部音樂資賦優異學生出國甄試，同年並甄試保送

國立師大附中音樂班。1993年甄試保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2000

年及2005年分別獲得美國南加州大學音樂學院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Flora L. Thornton School of Music) 鋼琴演奏碩士與音樂藝

術博士 (Doctor of Musical Arts)，並獲提名為全美Pi Kappa Lambda音

樂協會榮譽永久會員。期間更榮獲紐約Artists International、洛杉磯

Young Artist International年度青年藝術家獎，Carmel Music Society

國際鋼琴比賽亞軍，USC年度室內樂演奏家獎等。

論文發表、講座及電台訪問邀約包括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鋼琴教學學術研

討會、功學社「音樂講堂」、台大鋼琴社、YAMAHA 音樂教師聯誼會等

十餘場講座，及IC之音「馬利音樂沙龍」及漢聲廣播電台「琴韻心聲」

節 目 專 訪 等 。 詳 盡 的 演 出 及 講 座 資 訊 請 參 閱 個 人 網 頁

www.ednachia.com。

3.5 Sat.13:00 法吉歐利鋼琴中心



主辦單位｜陳陳陳 音樂文教學會
SUN TAIPEI MUSIC ASSOCIATION

《FUN！暑假》
2022陽光夏季音樂營
陽光15週年教育推廣系列

陽 光 15 週 年 展 演 系 列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致力於發展與推廣青少年古典音樂教育，每年暑假皆

會舉辦暑期音樂營活動，讓學生在暑假期間仍能Fun心玩音樂！

我們的課程內容充滿多元面向，除正規排練與分部訓練外，我們亦期望

培養學員對於室內樂演奏的美學概念，藉此提升學員聆聽彼此的能力。

除了音樂上的練習，我們亦希望開發學員肢體的律動，學員能夠更有自

信地展現在舞台上，讓演奏更有魅力。



支持 與 贊助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歷經十四個年頭。雖然疫情的肆虐使許多事情停

擺，但我們深信，分享音樂的美好能夠撫平世界受到的創傷，使社會

能夠更加和諧。在未來，我們會持續安排各系列音樂會企劃，這些企

劃將會使我們在音樂藝術上持續精進，使樂團成長茁壯，創造出屬於

臺灣的聲音。

陽光台北需要您的支持與關愛，讓我們更有勇氣與信心，跨步邁進！

說明事項：
收據請妥善保存，捐款金額可依綜合所得稅申報辦法列舉扣除。
本捐款之個人資料用於開立寄送捐款收據、活動通知及貴賓服務聯絡之目的。

E-mail：sun.taipei.phil@gmail.com
台北富邦012/師大分行
戶名：陽光台北音樂文教學會孫愛光
帳號：00610102017105

冠名贊助：整場音樂會經費（專案辦理）

廣告於節目單A4

10萬元

封面裡全版

貴賓票券 10 張

全票券 6 折 優惠

演出前台海報架刊登廣告

8萬元

封底全版

貴賓票券8張

全票券 6 折 優惠

演出前台海報架刊登廣告

5萬元

內頁全版

貴賓票券 6 張

全票券 6 折 優惠 40 張

基金會贊助購買票券：3 萬以上（需一個月前）

貴賓票 4 張 / 全票券 6 折優惠 30 張，比照廣告優惠

3萬元

內頁1/2版

貴賓票 4 張

全票券 6 折優惠 30 張

1萬元

內頁1/4版

貴賓票 2 張

全票券 6 折優惠 20 張

小額贊助 1000元以上

列名感謝

全票券 6 折優惠 10 張

贊助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