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 出 的 話
遠道合唱團成立二十五年了！每年我們皆舉辦年度音樂會，藉以將一年辛勤練習的
成果呈現給熱愛合唱藝術的各界人士，二十五年來從未間斷。本團一向以本著對合唱
藝術純真樸實的愛好、藉求音樂陶情養性以及認真學習的態度為傲為榮。每年我們都
排練二、三十首歌曲。翻閲歷年的節目單，統計一下，遠道合唱團排練詮釋過的曲目
不下五百餘首！此次名為「如詩如歌合唱之旅」的演唱會分為三個主題。第一段“古
今中外藝術名曲”。第二段“天南地北多彩民歌”。第三段“廿五載情廿五年慶”。
就是要表現樂曲之多元性、心緒之多層面及風格之多變化。今年特別要介紹的是加拿
大華裔名作曲家黃安倫先生的作品«節慶»。 該曲選自他的五十二號作品«交響合唱二
首»。為配合本團廿五週年演出之需要，特為本團將之改寫為“雙鋼琴伴奏混聲四部合
唱”。在此本團向黃先生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感謝協助此次演出的諸位嘉賓，您們的參與使得音樂的表達更加完整！
感謝贊助此次演出的諸位人仕，您們的支持使得音樂會能夠順利進行！
感謝多年來愛護我們的聽眾朋友，您們的共鳴與指教是我們的期盼！

--------------------------------------------------------------------------------------------------------

Message from the Singers ……
The Vancouver Chinese Singers is into its 25th season this year. We strive to maintain
a high standard of music quality, to enhance each member’s ability, and to capture our
audience’s interest. Our Chinese choral music repertoire covers a variety of styles and
originates from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nd regions. Our concert tonight includes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tyles in both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repertoire. A special
thanks to Chinese Canadian composer Mr. An-Lun Huang for providing us his wonderful
works to perform. We sincerely thank our sponsoring groups and individuals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their efforts have made this annual event possible.
Yuan Dao, 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Vancouver Chinese Singers is from the Chinese Poem below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Yuan Dao, Land Afar
I gather lotus blooms wading through the stream,
In orchid swamps the fragrant flowers teem.
To where am I sending this sweet bouquet?
The place I still value is far away.

溫哥華遠道合唱團簡介
溫哥華遠道合唱團，是於 1984 年，由一群旅居溫哥華，熱愛音樂的中華兒女所組
成。本團為 B.C.省註冊之非牟利的社團組織，“遠道”二字取自漢詩，説明了團員們
賦予“遠道”的新時代意義 --- 建新家園，發掘珍寳，志在千里，意不忘本。
本團自成立以來，每年都定期舉辦一至兩場音樂會，且積極參與主流社會的活動和
慈善義演。例如溫哥華舉辦世界博覽會(EXPO 86)時，曾應邀參加演出；1997 年由加
拿大外交部贊助舉行『亞太年遠道之夜』音樂會；與台中市北區婦女會合唱團和溫哥
華慈濟合唱團共同演出一場『關懷兒童愛心慈善演唱會』為兒童醫院募款；1999 年參
加華韻愛心賑災演唱會(台灣 9/21 地震)；2003 年參加台灣文化節之演出等。且多次以
歌會友，與來自洛杉磯的韶音合唱團聯合公演，又兩度邀請西雅圖融融合唱團到溫哥
華演出。也曾分別於 1989 年和 2005 年赴西雅圖應邀參加融融合唱團之演出，以及
1995 年與西雅圖青青合唱團、四季合唱團和舊金山灣區青青合唱團聯合演出的演唱會。
我們期盼藉由悅耳的歌聲散播愛與關懷，帶給社會無限的溫暖、喜悅與和諧；亦期盼
我們的活動可以為文化交流略盡綿帛之力。
合唱音樂之美浩瀚瑰麗，我們對各種曲目的演唱都能深刻地感受與詮釋，包含多元
性與多變化的古今中外通俗民謠、藝術歌曲、古詩詞曲和宗教樂曲等。多年來一直本
著合唱藝術的互相合作的精神，力求進步。

--------------------------------------------------------------------------------------------------------

History of the Vancouver Chinese Singers
Vancouver Chinese Singers (VCS) is a BC government register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in 1984 by a group of enthusiastic music-loving Chinese Canadians. The members felt
that through music they could express their warm memories and yearning for their homeland.
In addition to one or two concert performances per year, VCS (Yuan Dao) has also participated
in many Canadian activities and charitable events, including: Performances by invitation at EXPO ’86
and at the 2003 Taiwan Cultural Festival in Vancouver; A concert, entitled “An Evening with Yuan
Dao”, in 1997 (Canada’s Year of Asia-Pacific) sponsored by the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 of
Canada; Fund-raising concerts for Vancouver’s Children’s Hospital and earthquake victims in Taiwan.
They have also visited local hospitals and senior nursing homes occasionally.
The members of Yuan Dao have also made many friends through music, including visits to
Vancouver from Melodia Sinica Choir of Los Angeles, and twice from Rong Rong Choir of Seattle.
VCS have also traveled to Seattle – once in 1989 to perform with Rong Rong, then in 1995 to sing
with Seattle’s Qing Qing and Four Seasons Choirs, and the Qing Qing Choir from San Francisco.
Yuan Dao sings a variety of music, including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folk songs from east
and west, as well as classical songs, songs with poetic verse, and religious songs of praise. With
new acquaintances and long-time members united in music and teamwork, VCS will always strive to
improve in the future.

Sincere thanks to Mr. Derek Corrigan, the Mayor of Burnaby and
Hon. Peter Julian, Member of Parliament, Burnaby-New Westminster
Hon. Hedy Fry , P.C., Member of Parliament, Vancouver Centre
for their letters of congratulations.
The letters are posted on our website: www.vancouverchinesesingers.ca
Congratulatory letters received after printing are also posted on our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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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哥 華 遠 道 合 唱 團
成立廿五週年

«如詩如歌合唱之旅»
演唱會圓滿成功
周開紀醫生 Dr. Susan Chow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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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遠道合唱團
成立廿五週年誌慶
«如詩如歌合唱之旅»

We Are Made for Music
演唱會成功
康謳音樂文藝基金會敬賀

指 揮 Conductor：康 幼 琳 Katherine Lu
康女士出生於音樂世家，自幼在其父著名音樂家康謳教授的薰陶下，對
音樂藝術產生濃厚興趣。先後師從著名聲樂家鄭心梅、申學庸及 Mrs.
Watson 專攻美聲唱法十餘年，並完成加拿大皇家音樂學院高級聲樂考試。
兩度赴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深造，在中國著名資深聲樂家郭淑珍指導下學習民
謠之詮釋及唱法。亦曾隨女高音 Anna Tamm Relyea 女士專研數年英文及
德文歌曲，與俄裔傑出鋼琴家 Janina Kuzmas 女士研習俄文歌曲。康幼琳
是海外華人音樂藝術熱情倡導和傳播者，於 1980 年、1984 年與夫婿盧定
平先生及音樂愛好者組織溫哥華漢聲合唱團及遠道合唱團。自 1997 年任遠
道合唱團指揮至今，以她對於音樂的一份熱愛與執著，帶領了一群中華兒女，
勇向專業的合唱領域邁進。
Katherine, born in Taiwan, graduated from U.B.C. with B.Sc. major in chemistry. She first
started voice lessons as a teenager in Taiwan. Later she studied and completed the Royal
Conservatory curriculum under the guidance of Beth Watson in Vancouver. She has also
practiced Russian songs with pianist Janina Kuzmas for three years and she has studied the
techniques of singing English songs and German lieder with Soprano Anna Tamm-Relyea for
many years. In the last few years, Katherine has been giving annual recitals regularly. She was
twice in Beijing, China to study the interpretation and singing of Chinese folk songs.
Katherine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Vancouver Chinese Singers Society. She has been the
conductor for the group since 1997. She is now teaching Mandarin full time at Burnaby North
Secondary School.

伴 奏 Accompanist：彭 憶 芬 I-Fen Peng
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修鋼琴演奏，師事葉綠娜老師，並
副修小提琴、聲樂及南胡。 1987 年赴奧地利參加莫札特音樂院暑期夏令營。
其後追隨世界聞名鋼琴大師 Earl Wild，取得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音樂碩士
學位。 1994 年獲俄亥俄州辛辛那堤音樂學院全額獎學金，輔修鋼琴伴奏，
於 2000 年取得鋼琴演奏博士學位。 2002 年移居加拿大後，曾與鋼琴家鄒
雅蓉演出雙鋼琴音樂會，並參與許常惠紀念音樂會、謝天吉與洛夫“因為風
的緣故”音樂會和李天慧大提琴夏令音樂營之鋼琴演出。曾任職台北市莊敬
高職、美國西雅圖 Pacific Northwest School of Music 及台灣台南女子技
術大學助理教授。目前為遠道合唱團鋼琴伴奏並致力於鋼琴演奏及教學。
I-Fen Peng started her musical training at the age of three. In 1986 she entered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ith the first prize honor of the National Musical Ability
Audition. In 1989 she was a finalist of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Concerto Competition. She
has studied piano with Mr. Earl Wild and Dr. Rosemary Platt i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and finished her degree of Master of Music. In 1994, she received a three-year full-time
graduate scholarship from College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There
she attained her Doctor of Musical Art degree in Piano Performance in 2000 and later moved
to Canada in the summer of 2002. For the past two years, she has played in many concerts like:
Chang-Huei Hsu Memorial Concert, composer Tien-Chi Hsieh’s concert, Tien-Huei Lee cello
summer camp, and Ho-Kuen Wu’s cello recital. She is the piano accompanist for the
Vancouver Chinese Singers (Yuan Dao).

遠道聲部指導 Section Leader：鄧美華 Minna Mei-Hua Teng
出生於台灣。畢業於台北師範專科學校音樂科。曾任台灣省立交響樂團第
二小提琴手。先後師從曾道雄、吳文修、曾乾一等教授學習聲樂。亦曾赴維也
納舒伯特音樂學院專攻聲樂。
Minna Teng was born in Taiwan and graduated from Taipei Teachers
College. Minna was a violinist in the Taiwan Provincial Orchestra. She
also studied voice in Vienna.

小組伴奏 Small Ensemble Accompanist：韓善齊 Betty Hon
韓善齊擁有卑詩大學音樂學士及碩士學位，並擁有 Royal school of music
和 Trinity College of Music, London 證書。精準的技巧和她負責的態度使她成
為溫哥華地區享有優良口碑的一名專業鋼琴伴奏。
Ms.Betty Hon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ith a
Bachelor of Music and a Master of Music degree major in performance.
She also holds the diplomas from Royal School of Music and Trinity
College of Music, London. She now devotes her time to piano
accompaniment with choir, violinists, flutists and singers. She also
teaches piano and theory and enjoys arranging music.

嘉賓 Guest Performer：陳怡誠 I-Cheng Chen
生於台南，六歲開始學琴。於師大附中音樂班及國立藝術學院畢業後，先
後赴維也納及滿地可進修，同時鑽研於鋼琴演奏、理論作曲及指揮的領域。在
此數年裡，曾舉行數十場的演奏會，並客席參與多次的音樂節演出。過耳不忘
的記憶力使他的曲目包羅萬象，優越的技巧使他的音樂如行雲流水般的順暢自
然。他不僅是位鋼琴演奏家，同時還是一位即興演奏者及古典芭蕾舞劇的鋼琴
伴奏者。
A native of Taiwan, he started his music studies at the age of six. He then continued his
musical training in Vienna, Austria and Montreal, Canada in Piano Performance, also in Composition
and Conducting. During these years, he has performed in more than 30 concerts and guest
performances at several Music Festivals. His extraordinary memory (a three-hundred-composition
repertoire) and excellent skills at improvisation have led to a very active career, not only as a
but also as a pianist for classical ballet.

嘉賓 Guest Performer：Jeff Pelletier
Vancouver, BC flutist Jeff Pelletier has appeared in concerts and as a
soloist throughout the US and Canada. In addition to being the founder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Vancouver, BC based wind quintet Ventos
(www.ventos.org ) Jeff is the principal flutist with the Vancouver Chamber
Players, the Vancouver Inter-Cultural Orchestra and is 2nd flute/piccolo
with the Kamloops Symphony and performs regularly with the
Vancouver Island Symphony and the Tempest Flute Ensemble.
Originally from the USA, Jeff Pelletier’s musical background started in
Maine. He went on to study with Carl Bergner, and, most notably, Julius Baker. Jeff has
performed in master classes with Geoffrey Gilbert, Sam Baron, Jim Walker, Frances Blaisdell,
Robert Willoughby, Robert Stallman, Leone Buyse, Christopher Millard and Carol Wincenc. He
is currently completing an Artist Diploma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tudying with
Lorna McGhee.

Jeff Pelletier is a Pearl Flute Performing Artist.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pearlflute.com
Jeff Pelletier 曾經擔任溫哥華室內樂團首席長笛，並經常在美國和加拿大各地獨奏演出。目前在卑
詩大學跟隨 Lorna McGhee 修習藝術演奏家文憑。

2009 遠 道 之 友

孟憲江 先生

卓永建 先生

廖本裕 先生

朱榮遜 先生

彭莉雲 女士

方曲蘭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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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遠道合唱團團員名單
Members of the Vancouver Chinese Singers
指 揮：康幼琳 Katherine Lu
伴 奏：彭憶芬 I-Fen Peng

 女高音 (SOPRANO) :
趙英濤 Celia Chao
鍾麗嫦 Lillian Chung
黃慧慈 Veronica Wong
蘇育菁 Jenny Su
彭莉雲 Lucy Peng
邱淑貴 Shirley Chiu

劉鳳英 Fengying Liu
胡月娥 Gloria Lau
陳順萍 Teresa Chan
王儷儒 Julie Wang
麥肖娥 Serina Mang
杜鳳英 Josie Seetoh

張淑敏 Doreen Wong
許巧鑽 Suzanne Koh
伊林
Yi Lin
陳希陽 Sunny Chen
陳碧絹 Pedy Chen
陳仲秀 Julika Chen

蔣小福 Monica Wang
沈貞芬 Chris Sun
吳達玲 Maria Wu

柯碧雲 Rebecca Lin
陳梅萍 Mayer Chen

 女低音 (ALTO) :
鄧美華 Minna Teng
賴湘君 Julia Lai
陳蓓瑛 Pei-Ying Chen

 男高音 (TENOR) :
沈又莘 David Shen
劉世明 Shih-Ming Liu
蔡新高 H. G. Tsai

單建國 James Shan
張子全 Peter Chang

李作毅
蔣 群

Geoffrey Lee
John Jiang

方廷熙 Billy Fang
Gary Hemphill

孫

Bin Sun

 男低音 (BASS) :
余漢明 Danny Yu
王宇人 Lionel Wang

斌

 演出遠道之友(GUEST SINGERS)：
陳君宜 Fanny Chen
陳彥孜 Sally Chen
李永聞 Wing Man Lee
龔錦碧 Echo Gong

田瑩婷 Janet Tien
陳怡伶 Stella Chen
杜錦霞 Giin Duh

團 長 ： 康幼琳
副團長 ： 沈又莘
理

Katherine Lu
David Shen

事 ： 鄧美華 Minna Teng
方廷熙 Billy Fang
鍾麗嫦 Lillian Chung

孫

范姜心潔 Jane FanChiang
朱小玲 Judy Chu
馬台菱 Madeline Ma

斌 Bin Sun

李作毅 Geoffrey Lee
邱淑貴 Shirley Chiu
趙英濤 Celia Chao

溫哥遠道合唱團記事曆
1984 年 5 月 20 日

一群熱愛合唱藝術的朋友決定成立合唱團, 全體開會通過以盧定平先生提議之
『遠道』為名, 並登報徵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全體推選盧定平先生為理事長，
石建壘先生為首屆團長， 特邀陳慧中女士為指揮．

1985 年春天

石建壘,盧定平, 楊廣為, 陳樹沛設計製作『遠道』團徽.

1985 年 11 月 12 日

假溫哥華音樂學院(Vancouver Academy of Music)音樂廳, 舉辦成立週年『故
園情之夜』,首次演出中國合唱歌曲 25 首之多.

1986 年 5 月

香港兒童合唱團訪溫 Orpheum 劇院演出，邀請本團客串演唱四首中國合唱曲.

1986 年 7,8 月

溫哥華舉辦世界博覽會(EXPO 86), 主辦單位邀請本團參加演出兩場, 曲目以
中國民歌為主.

1987 年 5 月 18 日

應邀參加美洲龍岡新義總公所懇親大會聯歡晚會, 演唱合唱民歌數首.

1987 年 6 月 6 日

參加溫哥華中國文化語文學校主辦之慈善音樂會, 演唱民歌六首

1987 年 8 月

參加溫哥華/北京俱樂部溫哥華港灣輪晚會, 演唱中國名歌數首

1988 年 3 月

參加溫哥華中國文化語文學校主辦之中國之夜, 演唱合唱名曲數首

1988 年 5 月 28 日

假 West Point Grey United Church 舉辦音樂會, 邀請西雅圖融融合唱團參加
聯合演出, 並有李潔小姐民謠鋼琴獨奏.

1988 年 6 月 3 日

應 MTC 電子技術公司之邀參加其新工廠開幕典禮, 並在慶祝晚會中演出.

1989 年 5 月 20 日

赴西雅圖參加西雅圖融融合唱團之演出.

1991 年春節

應 UBC 台灣聯誼會之邀, 以特別來賓參加演出.

1991 年 6 月 15 日

假溫哥華 45 街協和教會(Ryerson United Church)演出『民謠之夜』. 內容有
中國, 加拿大民謠, 李白詩詞合唱曲, 女高音康幼琳獨唱, 李潔鋼琴獨奏及廖御
琪長笛獨奏等.

1992 年 2 月 6 日

假溫哥華中國城獅子會等(Brotherhood Inter-faith Society)之邀, 於其第 26
屆晚會中演出, 地點在溫哥華貿易會議中心.
(Vancouver Trade and Convention Centre).

1992 年 6 月 20 日

假溫哥華小女皇戲院演出, 以中國民族歌曲為主, 亦演唱數首英文名曲, 蕭泰
然教授為本團所譜團歌『遠道』首次演出. 由徐樹安先生客席小提琴伴奏. 以上
皆由陳慧中指揮

1993 年 7 月 3 日

假本那比威靈頓(Willington)教堂演出, 所選歌曲仍以中國民族歌曲為主. 由
林智玲指揮, 另由陳慧中指揮音樂會室內合唱團客串演出.

1994 年 7 月 2 日

假南本那比中學新落成之劇院演出. 內容有李白詩詞, 青山盟在組曲, 台語民
歌藝術小品等合唱曲. 女高音康幼琳獨唱中國民謠, 嘉賓何秋霞和袁艷芬的琵
琶二胡演奏. 由孫昌及蔡淑霞指揮

1994 年 10 月 23 日

應中僑互助會之邀, 參加溫哥華奧芬(Orpheum)劇場『松風鶴舞敘藝星』匯演
中演出屈文中曲李白詩詞等五首. 由孫昌指揮.

1994 年 12 月 18 日

應多倫多華人藝術家中心之邀, 參加溫哥華小女皇劇院(Playhouse)演出之『楓

鄉菊研』音樂會中演唱, 由孫昌指揮
1995 年 6 月 5 日

1995年適逢抗日勝利50週年, 緬懷死難軍民, 激勵新生一代華人毋忘此一民族
浩劫, 於南本那比中學劇院舉行紀念抗日勝利五十週年演唱會. 除由孫昌先生
指揮之懷念古曲外, 特別演出愛國歌曲九首, 贏得聽眾熱淚盈眶. 此外尚有嘉
賓項思華, 董榕森, 張武男, 吳贛伯及譚紹慈的國樂演奏為之增色.

1995 年 7 月 2 日

應邀前往西雅圖 Mercer Island High School 參加西雅圖青青合唱團, 西雅圖
四季合唱團及舊金山灣區青青合唱團聯合演出的演唱會.由蔡淑霞指揮

1995 年 7 月 9,10 日

參加假 Richmond Gateway Theater 演出之呂泉生教授音樂會. 演唱呂教授
作品數首. 由呂教授親自指揮, 並賀其生日,場面感人.

1995 年 12 月 9 日

於中華文化中心參加『華城之夜』演出. 由王愛倫指揮.

1996 年 3 月 2 日

於團員徐吳貞儀宅, 舉行家庭音樂會.

1996 年 5 月 11 日

主辦 1996 年海華文藝季合唱音樂會. 假 Michael J. Fox Theatre 與國韻合唱
團, 聖樂團聯合演出. 指揮黃飛然,王愛倫, 蔡淑霞.

1996 年 7 月 26 日

應溫哥華中山公園之邀請演唱,並由盧定平以英語解說中國合唱曲.

1996 年 7 月 28 日

假 Michael J. Fox Theater 與來自洛杉磯的韶音合唱團聯合公演. 本團指揮王
愛倫. 韶音指揮 Larry Jarvis.

1996 年 8 月 9 日

與台中市北區婦女會合唱團, 溫哥華慈濟合唱團假 Michael J. Fox Theatre 演
出一場『關懷兒童愛心慈善演唱會』為兒童醫院募款.

1997 年

本那比藝術中心 (Shadbolt Centre for the Arts)排練錄音. 1 月 27 日, 3 月 17
日, 5 月 19 日, 9 月 22 日, 11 月 17 日,12 月 1 日,12 月 4 日.

1997 年

BC 音樂系排練錄音 11 月 6 日, 12 月 8 日

1997 年 12 月 14 日

加拿大外交部贊助本團於 M. J. Fox Theater 舉行『亞太年遠道之夜』音樂會.

1998 年 6 月 18 日

於溫哥華 41 街威爾森高聯合教會演出“以歌會友”. 指揮康幼琳

1999 年 4 月 24 日

於溫哥華Norman Rothstein Theatre舉辦 “歌之饗宴”演唱會, 分別以“昨
日今日”的藝術歌曲﹐“吟詠好歌”的英文名曲﹐”鄉土民謠“的小調民歌和
“迎春懷舊”的時代歌曲等四個主題﹐共演唱了25首合唱曲。除了女高音鄧美
華獨唱‘追尋’
‘我住長江頭’外，還有特別來賓Anna Tamm-Relyea﹑Richard
Epp﹐參加演出﹕國王與我﹑漁家樂﹑歌劇“小丑”選曲。指揮康幼琳。

1999 年 6 月 25 日

參加”現代音樂作品抒情之夜”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1999 年 10 月 27 日

參加華韻愛心賑災演唱會(台灣 9.21 地震) St. Andrew’s Wesley Church 指
揮康幼琳

2000 年 1 月 12 日

應邀參加 Kwantlen University College 慶祝多元文化節

2000 年 3 月 11 日

Sutton Hotel 康指揮應邀參加”家華專業人士協會”籌款晚宴之演出

2000 年 6 月 16 日

於溫哥華Norman Rothstein Theatre舉辦 “知音之夜”演唱會, 藉金庸先生
所言“知音不必相識”一曲為主題﹐演唱古詩詞﹑近代電影舞台劇歌曲﹑各地
民謠及故鄉組曲等24首合唱曲。鋼琴家 Janina Kuzmas & 大提琴家 Eugene
Osadchy 參加演出。

2001 年 1 月 7 日

指揮康幼琳參加俄羅斯狂歡節演唱會

2001 年 1 月 13 日

比翼三飛-戀曲之夜 - 康幼琳個人演唱及華仲琳三重唱
(鄧美華, 朱仲暉, 康幼琳)

2001 年 5 月 12 日

於溫哥華Ryerson United Church舉辦 “西道小安”演唱會, 以仿古而創新
的”藝術名曲“﹑清新又具古意的“古詩今唱”﹑表達肺腑的“時代詩篇”﹑
親切而具活力的“民謠曲調”等四個主題﹐演唱了20餘首令人迴腸蕩氣的合唱
曲。北辰青少年合唱團參與演出。

2001 年 7 月 1 日

在 West Point Gray United Church 參加“知音共鳴” 演出

2001 年 12 月

應邀參加 Oakridge United Church X’mas night 演出

2002 年 5 月 11 日

在 Fairmont Waterfront Centre 康指揮應邀參加 “加華專業人士協會”籌款
晚宴之演出

2002 年 6 月 22 日

於溫哥華Oakridge United Church舉辦 “山海之戀”演唱會
特別來賓﹕中國著名竹笛演奏家---孫勇先生竹笛吹奏表演﹐羅盛曦先生小提琴
演奏。

2002 年 6 月 29 日

於溫哥華Norman Rothstein Theatre舉辦“山海之戀”演唱會,利用齊唱﹑三
重唱﹑混聲小組﹑女聲合唱﹑混聲二部﹑混聲四部等各種演唱方式以“即景生
情”﹑“花之歌組”﹑“日月星辰”﹑“山海之戀”為題抒發情懷。特別來賓﹕
中國著名琵琶演奏家劉桂蓮女士，中國著名竹笛演奏家---孫勇先生竹笛吹奏表
演﹐羅盛曦先生小提琴演奏。

2002 年 12 月 10 日

在 St. Barnabas Anglican Church 參加 “歡樂慶佳節 2002”

2003 年 6 月 21 日

於高貴林 Evergreen Cultural Centre 舉辦“遠鄉道情”演唱會
北辰青少年合唱團參與演出。

2003 年 6 月 22 日

在卑詩大學錄製 CD 合唱曲數首

2003 年 6 月 28 日

參加康謳教授九秩樂展

2003 年 6 月 29 日

於本那比Deer Lake Shadbolt Centre舉辦“遠鄉道情”演唱會, 演唱的曲目
除仍延續以往之情愫之外﹐更以時間﹑空間與機緣三類加以分別組合﹔時間給
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音樂﹐空間給我們帶來了多采多姿的民族樂章﹐機緣給
了我們無窮的真情詩篇。數首歌曲亦包含了領唱部分。北辰青少年合唱團參與
演出。 卓庭安小提琴伴奏。

2003 年 9 月 6 日

在 Plaza of Nations 萬國廣場參加台灣文化節之演出

2003 年 10 月 9 日

康指揮應邀出席中華民國國慶酒會,領唱加拿大及中華民國國歌

2004 年 6 月 26 日

假 St. Andrew’s-Wesley Church 舉辦“遠道廿載故園情”演唱會
特別來賓：西雅圖融融合唱團

2005 年 6 月 11 日

赴西雅圖 假 Sammamish High School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參加西雅圖融融合唱團年度演唱會， 與西雅圖四季合唱團及
西雅圖融融合唱團聯合演出。

2005 年 6 月 25 日

於本那比 Deer Lake Shadbolt Centre 舉辦“今山古道”演唱會。 特別來賓：

白鷺鷥合唱團、北辰青少年合唱團、彭憶芬鋼琴獨奏
2006 年 2 月 25 日

於溫哥華 Oakridge United Church 協辦“這兒真好”詩琴歌之夜
How Fair This Spot – An Evening of Song

2006 年 3 月 18 日

於溫哥華 Oakridge United Church 協辦“比翼齊飛”女聲名歌之夜

2006 年 6 月 18 日

於卑詩大學陳氏演藝中心舉辦合唱精粹之夜“愛的薪傳–情爲何物”
Four Seasons of Love 演唱會。以“前輩的足跡”、“當代的旋律”、及“傳統
的創新”三個主題演唱中外名曲二十餘首。
特別來賓：Marcus Goddard(trumpet), Karen Gerbrecht (violin)

2007 年 4 月 15 日

假溫哥華小女皇戲院協辦康謳教授逝世紀念音樂會“如歌的行板”
Andante Cantabile

2007 年 3 月 9 日

彭憶芬主辦“與布拉姆斯漫步”Wander with Brahms 室内音樂會

2007 年 6 月 23 日

於本那比 Deer Lake Shadbolt Centre 舉辦“月之故鄉”Song to the Moon
演唱會。 特別來賓：Cris Inguanti, Zsuzanna Lukacs, Chun-Chi Tong and
Varna Chamber Choir (Conducted by Natalia Alexandrova-Manolov)

2008 年 2-3 月份

特別邀請全美十大傑出青年指揮家之一 Mr. John Trotter 蒞臨指導兩次。

2008 年 5 月 20 日

應邀在溫哥華各界慶祝馬英九先生與蕭萬長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
副總統晚會中演出。

2008 年 5 月份

贊助團員參與 BC Choral Federation 舉辦為期三天的 Chorfest BC 音樂訓
練。

2008 年 6 月 21 日

假溫哥華小女皇劇院舉辦“采芙蓉思遠道”A Heart’s Odyssey in Song
音樂會。特別來賓：Cris Inguanti, Angus Wan and Betty Hon

2008 年 9 月 5 日

應邀在加拿大華人情緒健康協會愛心之夜籌款晚會中演唱。

2008 年 12 月 4 日

應邀參加 St. Barnabas Church 舉辦的 Victorian Christmas Concert 演出。

2009 年 2 月 1 日

於 Burnaby 的 Shadbolt Centre 舉辦 2009 年新春音樂餐會。

2009 年 6 月 21 日

於卑詩大學陳氏演藝中心舉辦成立二十五週年年慶演唱會“如詩如歌合唱之旅
We are Made for Music” 演唱會分為三個主題：“古今中外藝術名曲”、
“天南地北多彩民歌”與“廿五載情廿五年慶”。
特別來賓 Jeff Pelletier 及 陳怡誠 I-Cheng Chen。

歷任指揮：

陳慧中（1984-1992）
、林智玲（1993）
、孫 昌（1994-1995）
、蔡淑霞（1994 & 1996）、
王愛倫(1996)、康幼琳(1997 至今)

歷任鋼琴伴奏：彭伶信(1984)、許珍芝(1985)、陳珊珊(1985-1986 & 1988)、李湘棻(1986)、
李潔(1986-1988 & 1990-1992)、王愛倫(1986-1988)、關金寳(1989)、曾立德(1989)、
林玉婷(1991)、李美淳(1992-1995)、蔡吉音(1996-1997)、陳怡誠(1997-2004)、
許瑜庭(2004)、王亞雯(2004-2005)、彭憶芬(2005 至今)
歷任正副團長：石建壘、陳樹沛、歐陽金玲、王聰源、周述賢、康幼琳、劉秀真、孫斌、
蔣小福、沈又莘

如詩如歌合唱之旅
節目表

We Are Made for Music
Program

（請關上手機和傳呼機。敬請合作，謝謝。Please turn off cell phones and pagers. Thank you）

(一) 合唱 Chorus – 古今中外

Classics

鋼琴伴奏 Piano：彭憶芬 I-Fen Peng

1. 輕笑 Gentle Laughter
2. 踢踢踏

黃友棣曲 徐訐詞

Ti-Ti-Ta- Wooden Clog Song

陳茂萱曲

3. 伏爾塔瓦河 Vltava

余光中詞
Smetana

4. 天淨沙 Meditation in Autumn

蘇同右曲

5. 想 I Wish

馬致遠詩

林福裕曲 林邊詞

6. 春潮 Spring Torrents

Rachmaninoff

(二) 長笛與鋼琴協奏 Flute and Piano
長笛 Flute： Jeff Pelletier

鋼琴 Piano：彭憶芬 I-Fen Peng

1.

春夜洛城聞笛

I Heard Flute on a Spring Night

2.

Three American Pieces

康謳 Ngou Kang
Lucas Foss

Early Song – Dedication – Composer’s Holiday

(三) 女高音獨唱 Soprano and Piano
女高音 Soprano: 康幼琳 Katherine Lu

鋼琴 piano：韓善齊 Betty Hon
張弦文曲 席慕容詞

1. 野馬之歌 Song of Wild Horses
2. Blackbird’s Courting Song

(四) 合唱 Chorus – 天南地北

American Folk Song arranged by G. Mable

Folk Tunes and Variations

鋼琴伴奏 Piano Accompanist：彭憶芬 I-Fen Peng
1.

茶山情歌 QuiZhou Melody on the Tea Slope

貴州民歌 陳澄雄編

2.

刮地風 Gansu Seasons of Love

甘肅民歌 蔡伯武編

3.

我愛你，塞北的雪 I Love You, Snow of the Northwest

劉錫津 王德 徐景新

4.

誰也不知道 Nobody

朴汝奎 鄭西村 咸茵

5.

四季紅 Four Seasons of Passion

6.

四海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Knows Why

中場休息 （十分鐘）

鄧雨賢 李臨秋 林福裕
蒙古民歌 永儒布編

Intermission (10 minutes)

女聲合唱

Ladies Ensemble

伴奏 Accompanist：韓善齊 Betty Hon

康幼琳 鄧美華 鍾麗嫦 蘇育菁 吳達玲 賴湘君 邱淑貴
Katherine Lu, Minna Deng, Lillian Chung, Jenny Su, Maria T.L.Wu , Julia Lai, Shirley Chiu

1. 蒲公英在秋風中微笑 Pappous White Flowers in Autumn

戴于吾曲 黃勝泉詞

2. 月亮頌 Song to the Moon

Antonin Dvorak

(五) 男聲合唱 Male Voice Ensemble
1. 鋤頭歌

Song of the Hoe

2. 漁家樂 Joy of a Fisherman’s

JiangSu Folktune

江蘇民歌

張炫文曲

高登科詞

Village

(六) 女聲二重唱 Duet

鋼琴伴奏 piano：韓善齊 Betty Hon

康幼琳 Katherine Lu

鄧美華 Minna Deng

1. Let Us Wander

Henry Purcell /John Dryden
Leo Delibes

2. Lakmé

(七)

鋼琴獨奏 Piano Solo

陳怡誠 I-Cheng Chen

中國民間旋律變奏曲 - 小河淌水 Murmuring Brooks

(八) 雙鋼琴演奏 Piano Duet

彭憶芬 I-Fen Peng

康謳 Ngou Kang
陳怡誠 I-Cheng Chen

La Valse for Two Pianos

Maurice Ravel

(九) 大合唱 Chorus – 二十五載情 二十五年慶 Season for Celebration
1. 不了情 Endless Love

莫然

2. 遠道 Yuan Dao, Land Afar
3.

黃安倫/Schubert 曲

We Are Made for Music

冉天豪

古詩十九首之六

Joseph M. Martin

4. 節慶 Celebration – from Symphonic Chorus #2
鋼琴 Piano：彭憶芬 I-Fen Peng

陶秦

韓善齊 Betty Hon

茶點招待 Reception &

晚安 Good Night

黃安倫曲 陳惟芳詞
An-Lun Huang

輕笑

Gentle Laughter

徐 訏 作詞
黃友棣 作曲
你灑了滿室衣香，撒了一地輕笑；
於是你匆匆外出，留下門帘(兒)飄搖。
我乃遍拾遺笑，編成美麗歌謠；
還把你半怒全嗔，算作裡面曲調。
等到晨曦升時，我將它掛到桃梢；
他日桃花再香鄰人都稱花嬌。
但往來唯有黃鶯，學唱花頂歌謠；
引來遠近來客，齊說鶯歌美妙。
可是此中幽情，到底無人知曉；
唯我癡心長記，歌中是你輕笑。
如你他日歸來，已失當年愛嬌；
記取黃鶯聲中是你嗔怒輕笑。

踢踢踏

Ti-Ti-Ta- Wooden Clog Song

陳茂萱 曲
余光中 詩
踢踢踏 踏踏踢 踢踢踏 踏踏踢
給我 給我 一雙小木屐 一雙小木屐
讓我把童年敲敲醒 敲敲醒
像用笨笨的小樂器 小樂器從巷頭到巷底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踢踢踏 踏踏踢 踢踢踏 踏踏踢
給我 給我 一雙小木屐 一雙小木屐
童年的夏天在叫我 在叫我
去追趕別的小把戲 小把戲 從巷頭到巷底
踢力踏拉踏拉踢力 踢力踏拉踏拉踢力
踢力踏拉
跺了蹬 蹬了跺 跺了蹬 蹬了跺
給我 給我 一雙小木拖 一雙小木拖
童年的夏天真熱鬧 真熱鬧
成群的木拖滿地拖 满地拖 從日起到日落
跺了蹬蹬 蹬了跺跺 跺了蹬蹬 蹬了跺跺
跺了蹬蹬 踢踢踏 踏踏踢 踢踢踏 踏踏踢
給我 給我 一雙小木屐 一雙小木屐
魔幻的節奏帶領我 帶領我
走回童話的小天地 小天地 從巷頭巷底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Vltava 伏爾塔瓦河 (捷)
斯美塔那 曲

石桁、夏札生編曲

天淨沙

Meditation in Autumn

馬致遠 詞
枯藤 老樹
小橋 流水
古道 西風
夕陽西下

蘇同右 曲
昏鴉
人家
瘦馬
斷腸人在天涯

想

I Wish

林 邊 作詞
想伊的面容
想伊的語言
想伊的溫柔
想欲接近伊
想欲伊的心
想伊的面容
想伊的語言
想伊的溫柔

春潮

林福裕 作曲
想伊的模樣
想伊的笑容
想欲倚靠伊
想欲伊的疼
想伊的模樣
想伊的笑容

Spring Torrents

俄.菲．玖特切夫
詞
俄.謝．拉赫瑪尼諾夫
曲
俄.阿．安德魯先珂 編合唱 薛範 譯配
大地還鋪滿白雪 大地還白雪皓皓
江河已經湧春潮 喚醒沉睡的河兩岸
奔流 閃爍並宣告 它向宇宙大聲宣告
它向四面八方喊叫 春天來了
我們是春天的先遣隊
最先把春訊來傳告 春天來了!
五月裡和煦的陽光照 到處是歌舞樂陶陶
啊．．．春天洋溢著歡笑

野馬之歌

Song of Wild Horses

張弦文
曲
席慕容 詞
請不必再説什麽風霜，
我已經習慣了南方的陽光，
所有的記憶都已模糊，
我如今啊是沉默而馴服。
只剩下疾風還在黑夜的夢裏咆哮，
誰能聽見那生命的悲聲呼號？
心中的渴望何曾止息，
只有在黑夜的夢裏。
我的靈魂，才能還原為一匹野馬，
向著你 向著北方的曠野狂奔而去！
只有在黑夜的夢裏啊，在黑夜的夢裏。
請不必再説什麽風霜，
我已經習慣了南方的陽光，
所有的記憶都已模糊，
我如今啊是沉默而馴服。

茶山情歌 Qui Zhou Melody on the Tea Slope
貴州民謠
陳澄雄編曲
茶也清耶，水也清耶，清水燒茶，獻給心上的人，
情人上山你停一停，喝口清茶，表表我的心。
上崗的小路通到茶山亭，石頭踩得亮晶晶，
你送走多少風雨的夜晚，你迎接多少燦爛的黎明。
早晨採茶走出了門，總要看一看我的心上人。
黃昏後踏上回家的小路，
仍要望一望你高大的身影。
我默默的想呀，悄悄地問，
你家鄉有沒有這樣的茶林？
茶林裏有沒有採茶的大姐？
大姐裏有沒有你心愛的人？
我高聲地唱呀，低聲地問，我的採茶歌你愛不愛
聽？這歌聲像不像你家鄉的曲調。採茶女像不像你
心愛的人。
茶也清耶！水也清耶！清水燒茶，獻給心上的人，
情人下山你停一停，喝口清茶，表表我的心。

Blackbird’s Courting Song
American Folk Song arranged by G. Mable
“Hi!” says the blackbird, sitting on a chair,
“Once I courted a lady fair.”
She proved fickle and turned her back,
And ever since then, I’ve dressed in black.”
“Hi!” says the little mourning dove,
“I’ll tell you how to gain her love;
Court her night and court her day.
Never give her time to say, “O nay.” ”
“Hi!” says the owl with eyes so big,
Never saw an owl with eyes so big.
“If I had a hen I’d feed her like a pig;
But here I sit on a frozen lake,
Which causes my poor heart to ache.”
Now a robin comes along;
“Hi!” says he robin with a little squirm,
“I wish I had a great big worm.
I’d fly away into my into my nest.
I have a wife I think is best.”
“Whoa!” says the blackbird,
puffing up his chest,
“I’m through with you and all the rest,
I’ll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ll find true love another day.”
*Phew!* (He flew away!)

刮地風

Gansu Seasons of Love

甘肅民歌
蔡伯武改編
正月裡來是新春呀，青草芽兒往上升呀哎嘿喲，
天憑上日月你就人憑上心呀，哪嗬咿呀嘿！
三月裡來是清明呀，桃花不開杏花紅呀哎嘿喲，蜜
蜂兒來去你就忙做工呀，忙做工呀，哪嗬咿呀嘿！
五月裡來午端陽呀，楊柳梢兒插門窗呀哎嘿喲，
雄黃兒藥酒你就鬧端陽鬧端陽呀，哪嗬咿呀嘿
七月裡七月七，天上牛郎配織女呀，織女嗎，
本是你就牛郎的妻呀，哪嗬咿呀嘿！
九月裡來九重陽呀，黃菊花兒開路旁呀哎嘿喲，
有心腸採來你就無心腸帶呀，無心腸帶呀，
哪嗬咿呀嘿！
十二月裡一年滿呀，胭脂銀粉都辦全呀哎嘿喲，打
打呀扮扮你就過新年呀，過新年呀，哪嗬咿呀嘿！

我愛你 塞北的雪
I Love You, Snow of the Northwest
王德
詞
劉錫津
曲
徐景新
編合唱
我愛你塞北的雪，飄飄洒洒漫天遍野。
你的舞姿是那樣地輕盈，你的心地是那樣的純潔，
你是春雨的親姐妹喲，你是春天派出的使節，
春天的使節。
你用白玉般的身軀，妝扮銀光閃閃的世界，你把生
命溶進土地喲，滋潤返青的麥苗，迎春的花葉。
啊，塞北的雪。

誰也不知道

Nobody Knows Why

鄭西村 詞
朴汝奎 曲
張 風 整理
盛 茵 配伴奏
有一位姑娘在田裡鋤野草，
忽然間扔下鋤頭就往家裡奔跑。
草又多，路又小，裙子被挂破了，
可是她為了什麼，誰也不知道。
經過那獨木橋，哎喲喲不好了，扑通通掉下水，
她也忘了害臊。
高高興興往家跑，像一隻飛鳥，
可是她為了什麼，誰也不知道。
那小牛正吃草，被她吓得慌忙奔跑，
正打水的老大娘啊，她也搖著頭莫名其妙。
原來是遠方寄來了一封情書，可是裡面寫些什麼
誰也不知道，誰也不知道，誰也不知道。

四季紅

Four Seasons of Passion

李臨秋 詞
春天花正清香，雙人心頭齊震動，
有話想欲對你講，不知通抑無通，
叨一項，敢也有別項，
肉呅笑，目睭降，你我戀花處處紅。
夏天風正輕鬆，雙人坐船在遊江，
有話想欲對你講，不知通抑無通，
叨一項，敢也有別項，
肉呅笑，目睭降，水底日頭朱朱紅。
秋天月照紗窗，雙人相好有所望，
有話想欲對你講，不知通抑無通，
叨一項，敢也有別項，
肉呅笑，目睭降，嘴唇胭脂朱朱紅。

冬天風真難當，雙人相好不驚凍，
有話想欲對你講，不知通抑無通，
叨一項，敢也有別項，
肉呅笑，目睭降，愛情熱度朱朱紅。

四

海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蒙古族民歌
永儒布 編曲
哲亥哲亥哲亥呀哲亥呀
哲亥呀哲亥哲亥哲亥哲亥呀
哲亥呀哲亥呀哲亥哲亥呀
哲亥哲亥哲亥呀
像南海碧波蕩漾一樣美麗一樣清澈，
向檳榔樹葉在那微風中飄搖一樣柔和
像東海碧波蕩漾一樣美麗一樣清澈，
向烏桐樹葉在那微風中飄搖一樣柔和。
像西海碧波蕩漾一樣美麗一樣清澈，
向柳楊樹葉在那微風中飄搖一樣柔和。
像北海碧波蕩漾一樣美麗一樣清澈，
向青松樹葉在那微風中飄搖一樣柔和。
在這個歡樂時刻，有緣相會的親朋好友，
讓我們高高舉起聖潔的酒杯，放聲高歌。
為我們永遠幸福歡樂，永遠歡樂。
哲亥呀哲亥哲亥哲亥 哲亥呀哲亥
哲亥哲亥哲亥呀 哲亥呀

蒲公英在秋風中微笑 《素描三首》 之三
Pappous White Flowers in Autumn
黃勝泉
詞
戴于吾
曲
啦啦啦…… 潔白的小絨花飄啊飄，蒲公英在秋風中
微笑。帶着理想，帶着信念，飄到原野，飄到山坳。
潔白的小絨花飄呀飄，蒲公英在秋風中微笑。
帶着理想，帶着信念，飄到原野，飄到山坳。
啊，祖國的土地到處有春光，去安家， 去播種，
去創造！啊！ 去創造！創造！
潔白的小絨花飄啊飄，蒲公英在秋風中微笑，
微笑。啊，微笑……啦啦啦……

月

亮

頌

（ 選自歌劇《 水仙女 》）

Song to the Moon [捷]
德沃夏克 曲
喻宜宣 周美玉
譯配
王克儉 編合唱
銀色的月亮挂在天空，銀色的月亮照遠方，
大地上漫遊着月光，月亮它朝窗戶張望。
大地上漫遊着月光，月亮它朝窗戶張望。
啊，月亮留下吧，留下吧，告訴我，我愛人在哪裏！
啊，月亮留下吧，留下吧，告訴我，我愛人在哪裏。
銀色的月亮請你告訴他，我願他安睡在我的懷裏，
叫他在夢中不要忘記我，一刻也不要忘記我叫。
叫他在夢中不要忘記我，一刻也不要忘記我。 啊，
月亮請你，請你照耀他，告訴他，我在這裡等待他。
啊，月亮請你告訴他！告訴他，我在這裡等待他。
有誰在夢中想念我，願他在夢中別驚慌。月亮啊，
留下吧，留下吧，月亮！一起留下吧。

鋤頭歌

Song of the Hoe

江蘇民歌
手把鋤頭除野草啊，除去了野草好長苗兒
呀咿呀嘿，呀伙嘿！除去了野草好長苗兒呀伙嘿，
咿呀嘿！（歌詞重復三遍）

漁家樂 The Joy of a Fisherman’s Village
高登科 詞 張炫文 曲
一抹晚霞挂天邊，歸帆點點；滿載而囘風親臉，忙
中有閑。爸爸將網收，媽媽將魚撿。慶豐年，啊！
慶豐年。防波堤上數行燕，溫馨屋裏試海鮮。啊！
無限風光，我們漁村是樂園。
萬頃碧波映長天，浪花片片；狂風暴雨把身練，鉄
肌鋼顏。大魚明早賣，小魚今晚煎。味香甜，啊！
味香甜。魚蝦跳躍多新鮮，海鷗低迴戯炊煙。啊！
難喻此景，且將天堂比人間。

Let us wander

by John Dryden
*Let us wander not unseen,
by the elms on hillocks green,
while the ploughman near at hand
whistles o'er the furrow'd land.*
And the milk maid singeth blithe
and the mower whets his scythe.
**Repeat
And the shepherd tells his tale,

beneath the hawthorn in the dale.
**Repeat

Lakme

(Flower Duet English Text Translation)
Come, Mallika, the flowering vines
are already casting their shadows
Over the sacred stream which flows,
calm and deep,
Awakened by the song of noisy birds.
Oh, mistress,
It’s the hour when I may see you smileThe Blessed hour when I can read
into the ever locked heart of Lakme!
**Under the thick dome where
the white jasmine
With the roses entwined together
On the river bank covered with flowers
laughing in the morning
Let us descend together!
Gently floating on its charming risings,
On the river’s current
On the shining waves, One hand reaches,
Reaches for the bank,
Where the spring sleeps,
And the bird, the bird sings.
Under the thick dome where
the white jasmine
Ah! calling us! Together!**
But, I know not what sudden fear
possesses me;
When my father goes alone to their cursed
village, I tremble with fear!
That the god Ganesha may protect him,
As far as to the pond where joyfully frolic
The swans with snowy white wings
Let us go and gather the blue lotuses. Ah!
Yes, near the swans with snowy white wings
Let us go and gather the blue lotuses. Ah!
** Repeat

不了情

Endless Love

陶秦 詞 莫然 曲 冉天豪 編曲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錯，忘不了你的好，
忘不了雨中的散步，也忘不了那風裡的擁抱。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淚，忘不了你的笑。
忘不了葉落的惆悵，也忘不了那花開的煩惱。
寂寞的長巷，而今斜月清照，冷落的鞦韆，而今迎
風輕搖。它重覆你的叮嚀，一聲聲忘了，忘了，它
低訴我的衷曲，一聲聲難了，難了。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春已盡，忘不了花已老，
忘不了離別的滋味，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惱。

遠道

古詩十九首之六

涉江采芙蓉
蘭澤多芳草
采之欲遺誰
所思在遠道

WE ARE MADE FOR MUSIC

Words and Music by
JOSEPH M. MARTIN(BMI)
The earth has music for all who will listen,
for all who will listen.
Listen to the whisper of the gentle wind.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dawn.
In the dance of autumn leaves,
in the swaying of the trees,
the earth invites us all to join the song.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canyons as they ring,
In the thunder’s mighty roar.
In the waves upon the shore.
The voice of all creation bids us sing.
We are one song,
We are one with all creation.
We are made for music,
we are made for praise.
We are one song,
one great song of celebration.
Give the winds your voice.
Make a joyful noise,
for we are made for music.
The clap of thunder, the hush of snow,
The laughter of children and
the harmony of love.
The bells of freedom, the voice of faith,

this is the symphony of life!
We are one song,
we are one with all creation.
We are made for music,
we are made for praise.
We are one song,
one great song of celebration.
Give the winds your voice.
Make a joyful noise,
for we are made for glorious music.
We are one world! We are one voice!
We are one song!
And we are made for music!

節
慶
Celebration-from Symphonic Chorus #2
黃安倫 曲
陳惟芳 詞
芳蕊吐艷 殘冬盡 芳蕊吐艷 殘冬盡 蝶影繽紛
花信臨 奼紫嫣紅 花信臨 奼紫嫣紅 大地回春
萬戶 新桃 換舊符 千家開祠 祭清樽
萬戶 新桃 換舊符 千家開祠 祭清樽
爆竹聲 爆竹聲 漫天報佳歲 鬧紛紛
龍騰舞 躍乾坤 鑼鼓喧 迎祥禎
拈馨香祈澤 拈馨香祈澤 風調雨順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慶豐年 鴻福綿綿 昊天恩 旭日昇
青天長輝映中華魂 青天長輝映中華魂

黃 氏 保 險 公 司
WONG’S INSURANCE SERVICES LTD.

忠誠服務，通中、英、越、國語
代理各類保險：

醫療★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保險計畫周詳；工作快捷妥當

本公司特有:
購買汽車及房屋保險，可使用信用卡或銀行提款卡，不另收費。

旅行保險/新移民短期醫療保險：
專為出國或到加國旅遊人士及剛抵步的新移民而設
有多種不同保險計畫可供選擇
溫哥華地址﹕3437 Main Street, Vancouver, B.C.
電話﹕604-875-1526 Fax: 604-875-1085
列治文地址﹕太古廣場 #1000-8888 Odlin Crescent, Richmond, B.C.

電話﹕604-279-8638 Fax: 604-278-8637

門診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六時半
Hours: Monday to Saturday (10:30am - 6:30pm)

預約電話：（604）435-9978
地址：本拿比麗晶廣場 #1017 室
Address: #1017-4500 Kingsway (Crystal Mall), Burnaby, B.C.

主治：內婦兒科、皮膚科、結石症、精神官能症、痛風、
風濕性關節炎、咳不癒、熱不退、腎病、高血壓、
急慢性肝炎、糖尿病…等

WITH COMPLIMENTS OF

牙 醫
周 熙 宏
Dr. Frank Chow
DENTIST
Suite 228-8131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7
E-MAIL: dfchow@shaw.ca

OFFICE HOURS：

Tues.-Sat.

TEL: (604) 273-9491
FAX: (604) 278-8488
CELL: (604) 808-8416

9:00 am - 5:00 pm

★麗晶門市 消費滿 20 元起送新鮮麵 1 磅
營業時間：10：00 AM ─ 7：00 PM
地點：#1161-4500 Kingsway, Burnaby（本拿比）

TEL：604-430-9896

★工廠 消費滿 20 元起九折優待（打折品及特價品除外）
營業時間：10：00 AM ─ 6：00 PM（星期日休息）
地點：#B-7426 Conway Ave, Burnaby（本拿比）
TEL：604-451-3983 手提：604-377-0677

CHOW SANG SANG JEWELLERS

樂韻傳情伴知音
周生生珠寶金行
致意
2516 GRANVILLE STREET
VANCOUVER, B.C.
V6H 3G8, CANADA
TEL:(604) 733-6162

FOREST LAWN OCEAN VIEW MEMORIAL PARK

預售永久平安地 科士蘭，海景墓園
Pre-arrange gives you peace of mind;
All types of forever cemetry burial
and custom made funeral services;
Relocation arrangement of ancestry;
Financial available.

未雨綢繆 安枕無憂 各式永久平安地
各式長生殯儀服務 安排先人移民
提供分期付款
Customer Service is my Priority 忠誠服務歡迎查詢

Lily Ng (Advisor) 伍陶南麗

(604) 8383331 Email: lily.ng@sci-us.com

家 庭 茶 飯







點心小吃
滷味小菜
饅頭
麵類
街坊小炒
甜品飲料








招牌紅蔥豬排飯
海南雞飯
翡翠香酥雞飯
梅菜扣肉飯
家庭紅燒牛肉面
密製香豆腐

外賣專線 Tel：604-438-0258 （Free Delivery）
地址 Address：1-4648 Imperial St. Burnaby, B.C. V5J 1B8

感謝贊助
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康謳教授音樂文藝基金會
金門高粱酒
周開紀醫生
周熙宏牙醫師
維豪濾水機公司
一笑堂中醫診所
周生生珠寶金行
E. ZEE SPY Surveillance Equipment
天麗美容纖體中心
台芳製麵廠
Rev. Nicholas J. Boomars

Acknowledgements
黃氏保險
家庭茶飯
杜氏集團
倫兆培先生
徐雲波女士
卓永建先生
孟憲江先生
廖本裕先生
朱榮遜先生
康幼琳女士
鄧美華女士
孫 斌先生
方曲蘭女士
李永強先生

陳梅萍女士
孟蔚謙先生
吳四明女士
黎雅麗女士
彭莉雲女士
余漢明先生
麥肖娥女士
胡月娥女士
鍾麗嫦女士
彭莉雲女士
劉鳳英女士
趙英濤女士
方廷熙先生
盧定平先生

沈又莘先生
邱淑貴女士
許巧鑽女士
朱小玲女士
汪漢忠先生
陳順萍女士
婁渺渺女士
Edward Wang
Ingrid Wang
Angela Zhuo
Claudia Chiu
Alice Lin
Lily Ng
Vince Yang

Chan Endowment Fund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e acknowledge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Sincere thanks to Dr. John William Trotter and Ms. Elizabeth Brodovitch for their advices
and suggestions

The Chan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at UBC
Gary Andraza
Carl Armstrong
Wendy Atkinson
Cindy Behrmann
Donna Caedo
Audrey Chan
Alison Cumming
Kristi Fuoco
Joyce Hinton
Sid Katz
Beng Khoo
Flora Lew
Rachel Lowry
Cameron McGill
Gilda Morra
Christine Offer
Jay O’Keeffe
George Pereira
Karolina Piotrowska
Andrew Riter
Owen Schellenberger
Kristen Wong

Systems Coordinator
Events & Customer Service Manager
Programming Manager
Director of Development
Ticket Operations Manager
Development Officer
Financial & Programming Clerk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s Assistant Coordinator
Associate Managing Director –Programming & Administration
Managing Director
Operations Clerk
Financial Coordinator
Marketing & Programming Coordinator
Associate Managing Director –Facilities & Operations
Ticket Office Supervisor
Programming Coordinator
Head Audio Technician
Production Clerk
Events & Front of House Coordinator
Head Lighting Technician
Technical Director
Reception/Clerk

Administration
TEL: 604.822.9197 FAX: 604.822.1606
Ticket Office
TEL: 604.822.2697 E-mail:chan.centre@ubc.ca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ll the events taking place at the Chan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please visit www.chancentre.com

2009 團員心聲
余漢明
初加入遠道合唱團時，感到不少困難，但在康老師，鄧老師和團員的協助下, 使我開發一個唱歌的
新境界﹔於此同時亦可學習國語，可謂一舉兩得。
合唱經驗引出一啟示:人生如一片樂章，要譜出美好音符是需要和諧共處與共同努力。

張子全
記得在年初有幸聆聽遠道合唱團的公演，當場優美的男女和聲與專業水準的獨唱，即刻吸引了喜
歡唱歌的我，當下就想參加這有益身心的活動與社團。(當時還聽說只要有聲音的人就可以參加.)
加入至今現已整整過了三個月，除了識譜能力加強之外，自己認為聲音也進步了些，也比較知道如何
與其他聲部合音，這全都歸功於康指揮和鄧老師的耐心教導，一次又一次的示範，還有資深團員的鼓
勵與糾正，亦功不可沒也。

陳希陽
在合唱的世界裡總是讓人覺得神清氣爽、充滿活力，當我們放聲高歌的時候，橫膈膜呼吸能起到
緩解壓力的作用。音樂使用右腦，語言則使用左腦，因此在唱歌的同時大大提高了我們的記憶力. 它也
在訓練我們的神經通路，可以促進深呼吸擴大肺活量並清潔血液，參加合唱團是保持心情愉快、增強
身體的免疫力、永保青春的一劑天然良藥。

您喜歡音色優美的合唱嗎？
歌唱能使您生活充實而心情愉快。
歡迎志同道合的愛樂人士參加我們的歌唱行列。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報名請聯絡 Please contact：
沈 又 莘 David
孫
斌 Bin Sun

604.716.0135
604.439.7818

溫哥華遠道合唱團
練唱時間： 每週一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四十五分
Time: Every Monday night
from 7:15 PM to 9:45 PM
練唱地點： Oakridge United Church
Place： 305 West 41st Ave., Vancouver, 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