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 出 的 話 

每年遠道合唱團皆舉辦年度音樂會，將一年辛勤練習的成果呈現給熱愛合唱藝術

的各界人士，二十八年來從未間斷。本團一向以本著對合唱藝術純真樸實的愛好、

藉音樂陶情養性以及認真學習的態度為榮為傲。每年我們都排練二、三十首歌曲。

此次的演唱會命名為「風雪戀星-心靈的復興」，詮釋各類情懷心緒。第一組歌曲

表現詩人抽象浪漫的藝術風格。第二組「夢境與奇跡」表現兒歌與民謠的無限魅

力。最後一組歌曲表達追求愛的感受與喜悅。今年本團的小組亦向大家呈現一組

激蕩疏放、充滿情感的歌曲。期盼能獲得您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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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參加演出的諸位嘉賓，您們的參與使得音樂的表達更加完整！ 
感謝多年來愛護我們的聽眾朋友，您們的指教是我們的期盼！ 

  

 

Message from the Singers …… 
 
The Vancouver Chinese Singers is into its 28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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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theme, “A Spiritual Renaissance,” is to capture the various spirits embedded in our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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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新家園，發掘珍寳，志在千里，意不忘本 

 
Yuan Dao, Land Afar 

Wading through the stream, I gather lotus blooms.  
The fragrant flowers in orchid swamps have perfume. 

To where am I sending this sweet bouquet? 
The place I still value is far away. 

 
 
 



 

風雪戀星 -心靈的復興 
A Spiritual Renaissance 

（一） 再 ! 風雪戀星  Utopia and Destiny 

  再別康橋                              徐志摩/李達濤/周鑫泉 

  Saying Goodbye to Cambridge Again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徐志摩/冉天豪 

 From Where the Wind Blows, I Don’t Know   

 雪花的快樂                                 徐志摩/冉天豪 

 Joyful Snow Flakes 
 我有一個戀愛                               徐志摩/冉天豪 
 My Romance 
 為要尋一個明星                           徐志摩/冉天豪 

 To Search for the Bright Star 
 

(二）雙簧管獨奏 Oboe：林志揚 William Lin  鋼琴 Piano：彭憶芬 I-Fen Peng 
Sonata No. 2 Allegro                         Georg Friedrich Handel 

雙簧管與鋼琴對話- 湖北幻想曲               康謳作曲 
Fantasia of Hubei-  
a dialogue between Oboe and Piano 

 

(三)  夢境與奇跡 Magic and Wonder 
 Alleluia                                William Boyce  
 Little Polly Flinders                            Michael Diack 

  Baa，Baa Black Sheep                         NurseryRhyme/D. Moore  
  Bingo 

  貝爾和小提琴                                挪威民謠 
  Bill and His Violin 
  摘漿果                                      芬蘭民謠 
  Picking Berries 
  草坪上圍成圈兒跳                            芬蘭民謠 
  Dancing in circles in the Meadows 
 
 



風雪戀星 -心靈的復興 
A Spiritual Renaissance 

 
（四）歌！家、風、水、鳳、我  Release and Content 

 鋼琴 Piano ：彭憶芬 I-Fen Peng   大提琴 Cello：徐虹華 Sophia Hsu 

              女高音 Soprano：康幼琳 Katherine Lu   

 如歌的行板                                 席慕蓉/錢南章 
  Andante Cantabile 
  美麗家園                                   石順義/王詠梅/胡廷江 
  Beautiful Homeland  
 
小組合唱 Small Ensemble 
   在水一方                                  瓊瑤/林家慶/李遇秋 

 Beyond the Water's Edge 
 狂風沙                                    席慕蓉/錢南章  
 Desert Storm 
鳳凰吟                                    吳國平/陸在易 

 Song to the Phoenix 
 那就是我                                  曉光/谷建芬 
 That is Me 

 

（五）鋼琴獨奏 Piano Solo ：許書媛 Lana Hui 
   Sinfonia no.7 in E minor, BWV 793     Johann Sebastien Bach 
   Consolation no.3                                Franz Liszt 
 
(六）夢！春風、山菊、小橋 Joy and Romance 

 夢你                                         林邊/林福裕 
 You, In Dream  
 春風在心中蕩漾                               西藏民歌/謝明 
 The Spring Breeze Ripples in my Heart 
 菊花台                                       方文山/周杰倫 
 Juhua Tai, A Platform of Chrysanthemums 
 小城故事                                     莊奴/湯尼/Philip Law 
 Small Town Story/Train Song 
 橋                                           于之/陸在易 
 The Bridge in My Homeland  
 瑤山夜歌                                     劉鐵山/茅沅/ 
 Festive Night                                  郭兆甄/蔡克翔 



                   溫 哥 華 遠 道 合 唱 團 
Vancouver Chinese Singers 

 
指揮 (Conductor) ： 康幼琳 Katherine Lu* 
伴奏(Accompanist)： 彭憶芬 I-Fen Peng 
伴奏(Accompanist)： 徐虹華 Sophia Hsu* 

 
 女高音 (SOPRANO) 

  趙英濤 Celia Chao    鍾麗嫦 Lillian Chung   彭莉雲 Lucy Peng 
  黃慧慈 Veronica Wong   劉鳳英 Fengying Liu   王儷儒 Julie Wang 
  麥肖娥 Serina Mang*    譚台華 Julia Tan*    何嘉瑞 Vivian Ho 

李  惠 Rie Li     粘詠婈 Joy Nien*    王秀珍 Sharon Lu 
黃鳳玲 Fion Wong    陳星惠 Shelly Chen   劉秀貞 Alice Hsu            
林華嬌 Hwa-Chiao Lee 

 女低音 (ALTO) 

柯碧雲 Rebecca Lin*   邱淑貴 Shirley Chiu   沈貞芬 Christina Sun 
  吳達玲 Maria Wu    龔錦碧 Echo Kung   張紅玉 Ruby Wang* 

 男高音 (TENOR) 

沈又莘 David Shen*   單建國 James Shan   詹淼祥 Hans Chang 
鄧學中 Simon Teng *   許亞雄 Austin Hsu 

 男低音 (BASS) 

孫  斌 Bin Sun*    方廷熙 Billy Fang*   波比 Bobby Scott 

*小組成員 small ensemble 

2012 遠 道 之 友 
 

廖本裕 先生    孟憲江 先生 
趙漢章 先生    盧元昉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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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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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ed the techniques of singing English songs and German 
lieder with Soprano Anna Tamm-Relyea for several years. In the past years, Katherine has been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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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nt years, Katherine has 
been furthering her musical studies with Lorraine Reinhardt and John Trotter. 
 
伴 奏 Accompanist：彭 憶 芬 I-Fen Peng 

    
從三歲與音樂結識，既一路接受台北福星國小， 南門國中， 師大附中等音樂班嚴謹的音樂訓練。 以術
科甄試第一名成績保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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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追隨世界聞名鋼琴大師 Earl Wild 就讀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音樂系碩士班， 1994 年獲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音樂院全額獎學金， 繼續攻讀博士班，並輔修鋼琴伴奏。 於 2000 年取得鋼琴博士學
位。 在美國求學期間曾獲辛辛那提古典音樂廣播電台邀請演奏， 也擔任伴奏助教，經常與教授和學生合
作， 參與各類形音樂會的演出。 2001 年六月入圍美國華盛頓州 Ladies Musical Club Awards-Tour 
Competition 鋼琴決賽。 彭憶芬曾任職台北市莊敬高職， 美國西雅圖 Pacific Northwest School of Music, 
及台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2002 年移居加拿大， 致力於鋼琴演奏，伴奏及教學。 擔任過兩屆溫哥華
Kawai 鋼琴大賽評審。 目前於遠道合唱團，美聲室內合唱團，及溫哥華 First Baptist Church 擔任合唱
團伴奏。 
 
I-fen Peng Dr. Peng began studying piano at the age of three, and received her music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music-gifted school system in Taiwan. She won the full-time scholarship to study her master degree in piano 
performance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and doctor degree from Conservatory-College of Music, Cincinnati 
University in OH. Her piano teachers include Earl Wild, Rosemary Platt, James Tocco, Eugene Pridonoff and Li-Na 
Yeh, and collaborative piano teachers were Sandra Rivers and Griffith Kenneth. From master classes, she also 
learned from great pianists Hans Lygraf, Menahem Pressler, Peter Vinograde, and Ruth Laredo. Dr. Peng had 
numerous performances in Taiwan, USA, Germany, and Canada, and made broadcasts in WGUC, Cincinnati. She 
w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iano in University of Art and Technology in Tainan, as well as ear/aural training 
teacher in several music-gifted high schools. Later she taught in Suzuki Music School in Seattle, WA and started to 
teach piano privately. In 2002 she moved to Vancouver, Canada with her family in where she continued to explore 
her chamber music repertoire and collaborated with many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olo players. She established a 
piano studio teaching piano, ensemble, and music theory. As being a member of British Columbia Registered Music 
Teacher’s Association and Canadian Federation of Music Teacher’s Associations, Dr. Peng contributes her musical 
talents to be an active festival adjudicator, enthusiastic chamber musician/choir accompanist and a dedicated 
piano/ theory teacher.  



伴 奏Accompanist：徐 虹 華 Sophia Hsu 
 

原名徐婉禎，台灣台南人， 畢業於台南女中、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大提琴師承鄭依晴、林克明、馬諾欽、
張正傑、張毅心, 鋼琴師承李潤愛、王雪萍。爾後獲加拿大溫哥華音樂學院獎學金， 師承 Lee Duckles (VSO
大提琴首席)， 於 2000 年獲大提琴表演藝術家文憑。 求學期間即於各樂團任大提琴手: Vancouver 
Island Symphony Orchestra、New Westminster Symphony Orchestra、Kamloops Symphony 
Orchestra、B.C. Chamber Orchestra。 
 
2001 年回台， 任職於高雄市立交響樂團兼任大提琴手，以及各音樂班， 如崇文國小、嘉義國中、信義
國小、前金國中、樂育中學、樹德大學等，亦多次擔任音樂比賽評審。2003 年參與繆思三重奏於高雄至
善廳演出， 以及多位台灣作曲家的作品發表會擔任大提琴演奏。 
2007 年移居 Canada, 組成中西室內樂團， 結合古典與流行， 受各單位邀請。並於 2008, 2009 年受邀
於台灣文化節演出， 廣受囑目與好評。 
 

嘉賓 Guest Performers: 
 
林志揚 William Lin 
 
林志揚是北本拿比中學 12 年級的學生。 他已經學習雙簧管 2 年了，並且有 6 年的薩克斯學習以及演奏經
驗。他雙簧管啟蒙老師是 Louis Bradley。 目前師從 Erin Marks。他將會在今年九月去大學繼續深造與學
習。 
 

William is currently a grade 12 student in Burnaby North Secondary school. He has been playing oboe for 2 years. 
He has also been playing saxophone for 6 years. He studied oboe with Louis Bradley. William is currently taking 
private lesson from Erin Marks. He will be studying oboe in university in the following September. 
 

許書媛 Lana Hui 
 
 4 歲起加入 TOM LEE 兒童音樂班, 獲選老師推薦，參加加拿大 YAMAHA 創作比賽，作品晉入全國決賽。 
6 歲起師從彭憶芬老師學習鋼琴至今， 每年參加本地鋼琴比賽， 如 the Vancouver Kiwanis Festivals, the 
Richmond Music Festivals, Student Performer's Guild Festivals, Clef Society Music Festivals 和 Kawai 
Piano Competitions, 成績優良， 獲獎無數。由於有極佳的聽力和即興演奏能力，獲學校音樂老師特別同
意， 於小學五年級參加本拿比區 Handbell Choir 樂團--Sound Wave,在耶誕節期間與社區合唱團合作演
出，目前在學校樂團中擔任雙簧管吹奏。 
 
Lana Hui- Born in Canada, 1999, Lana started her music studies at the age of four at the Tom Lee Music 
Academy and was selected to take part in the final Yamaha Interim Composition Contest, where she first composed 
her own song.  She has been studied piano with Dr. I-fen Peng since the age of six and enjoys her teaching and 
enlightenment. She attends competitions and festivals every year, such as the Vancouver Kiwanis Festivals, the 
Richmond Music Festivals, Student Performer’s Guild Festivals, Clef Society Music Festivals, as well as Kawai 
Piano Competitions, and has won numerous awards. With a skilled ear and excellent improvisation ability, she 
joined Sound Wave, a Burnaby District Handbell Choir, in Grade 5 at school. Currently, she plays the oboe in her 
school’s band.  
 



(一) 再 ! 風雪戀星  Utopia and Destiny 
 

再別康橋    
徐志摩 詩  李達濤 曲  周鑫泉  合唱編曲 
Doo Doo Doo Doo Doo Doo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裡的豔影    在我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裡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沉澱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裡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徐志摩 詞 冉天豪 曲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的輕波裡依洄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溫存 我的迷醉 啊~~~~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甜美是夢裡的光輝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負心 我的傷悲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的悲哀裡心碎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黯淡是夢裡的光輝  啊~~~~ 
 
 
 

 
雪花的快樂      徐志摩 詞   冉天豪 曲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裡瀟灑  
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  
飛颺 飛颺 飛颺    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在半空裡瀟灑  飛颺  
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默的幽谷  不去那淒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悵  飛颺 飛颺 飛颺  
你看 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裡娟娟的飛舞  認明了那清幽的住處  
等著她來花園裡探望  飛颺 飛颺 飛颺 
啊~她身上有硃砂梅的清香  
那時我憑藉我的身輕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貼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 消溶 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在半空裡瀟灑  
飛颺 飛颺 飛颺 
 
我有一個戀愛   徐志摩 詞  冉天豪 曲 
有一個戀愛  我愛天上的明星   
我愛他們的晶瑩     人間沒有這異樣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黃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 在風雨後的山頂 
永遠有一顆  萬顆的明星!   
山澗邊小草花的知心   高樓上小孩童的歡欣  
旅行人的燈亮與南針   萬萬里外閃鑠的精靈 
我有一個破碎的魂靈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佈在荒野的枯草裡   飽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與柔情    我也曾嘗味  我也曾容忍   
有時階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傷 逼迫我淚零 
我坦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我獻愛與一天的明星 
任憑人生  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是消泯   
太空中永遠有不昧的明星  我有一個戀愛 
 

為要尋一個明星   徐志摩  詞  冉天豪  曲 

我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  向著黑暗裡加鞭  向著黑暗裡加鞭  我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   
我衝入這黑綿綿的昏夜  為要尋一顆明星  為要尋一顆明星  我衝入這黑茫茫的荒野 
累壞了  累壞了  我胯下的牲口  那明星還不出現  那明星還不出現 
累壞了  累壞了  馬鞍上的身手  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裡倒著一隻牲口  黑夜裡躺著一具屍首  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容許我的不躊躇的注視  容
許我的熱情的獻致  容許我保持這顯示的神奇 這現在與此地  這不可比擬的一切間隔的毀滅  啊   
我更不問我的希望    我的惆悵  未來與過去  只是渺茫的幻想  啊 更不向人問訪問幸福的進門   
只求每時分  給我不死的印痕 變一顆埃塵  一顆無形的埃塵  追隨著造化的車輪  進行  進行 進行 



(二) 夢境 與 奇跡 Magic and Wonder 

Little Polly Flinders   
by J.MICHAEL DIACK With apologies to MOZART  
 
Little Polly Flinders Sat among the cinders, 
Warming her pretty, little toes her toes, 
Warming her pretty, little toes.  
Her mother came and caught her,  
And scolded her little daughter,  
her little daughter, her little daughter, 
For spoiling all her nice new clothes,  
Little Polly Flinders, Sat among the cinders, 
Warming her pretty, little toes, her toes, 
warming her pretty, little toes.  
 
Baa, Baa Black Sheep   
French Folk Song Arranged by Donald Moore 
 
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sir Yes sir three bags full 
One for my master and one for my dame 
One for the little boy that lives in the lane 
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sir yes sir three bags full 
 
Bingo (Was His Name-o)  
Scottish Folk Song Arranged by Donald Moore 
 
There was a farmer had a dog and 
Bing-o was his name-o. 
B-I-N-G-O, B-I-N-G-O, B-I-N-G-O and Bing-o 
was his name-o 
That dog was always by his side and 
Bing-o was his name-o 
B-I-N-G-O, B-I-N-G-O, B-I-N-G-O and Bing-o 
was his name-o 
 

Alleluia   
William Boyce  Arranged by Russell Robinson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愛我家園  永保安康  愛我家園 

貝爾和小提琴 挪威民歌  
[俄]薇.博丹諾夫斯卡雅編合唱 薛范 譯配 

嘿  我們的貝爾他並不富有  
他全部的財產是一條黃牛   
他賣去了黃牛到市場轉悠   
去換一把提琴  有一點兒破舊  
啊  提琴  提琴  多麼美妙 多麼動聽   
好朋友  當他拿起提琴在村裡演奏   
嘿  全村的的小伙兒都跳舞不休 
連文靜的姑娘也放開歌喉   
連煩惱的人們也忘掉懮愁   
啊  提琴  提琴  多麼美妙 動聽   
好朋友  盡管我會衰老  會白髮滿頭   
對這一把提琴仍贊不絕口 
到臨死的時候  我發誓賭咒   
這破舊的提琴勝過十條黃牛 
啊  提琴  提琴  多麼美妙 多麼動聽  好朋友  
 
摘漿果 芬蘭民歌  
[俄]薇.博格丹諾夫斯卡雅編合唱  薛范 譯配 

今天我到樹林裡去摘漿果   哎哎  摘漿果   
誰想一同去就跟著我  哎 跟著我  
每個人要帶上一塊大麵包   哎哎  大麵包  
樹上漿果都已熟透了   
哎  熟透了  啦~~~熟呀熟透了   
摘下漿果裝了  滿滿一籮筐 哎哎  一籮筐   
漿果吃在嘴裡賽蜜糖   
哦  賽蜜糖 賽蜜糖   
蜜糖  啦~~~~ 
 

草坪上圍成圈兒跳  芬蘭民歌   [俄]伊.波諾瑪爾柯夫填詞編合唱  薛范  譯配 

夕陽西下漸漸沉到山的背后  晚風吹拂風兒涼快輕柔  姑娘們哪你們快快來到這裡   
現在正是盡興狂歡時候  讓我們一起跳起輪舞來  親密地彼此拉著手  草坪上圍成圈兒跳呀跳   
合著那節拍和節奏      啦~我們大家拋開煩惱   拋開懮愁  我們只讓快樂留在心頭 
你要知道青春歲月不會久  就像美夢總會悄悄溜走  樹陰下音樂蕩漾輕悠悠  快樂的心情依舊   
年輕的目光清澈又明亮  彼此把情感交流 



(三) 歌!  家、風、鳳、水、我 Release and Content 

如歌的行板 
席慕蓉  詩 錢南章  曲 
一定有些什麼  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不然   
草木怎麼都會  循序生長，而候鳥都能飛故鄉。 
一定有些什麼麽是我所無能為力的，不然   
日與夜怎麽  交替得 那樣快， 
所有的時刻  都已錯過  憂傷蝕我心懷  
一定有些什麼  在落葉之後，是我所必須放棄的。 
是十六歲時的那本日記，還是  我藏了一生的   
那些美麗的 如山百合般的秘密。 
 
 
美麗家園       石順義 詞 
啊！唱給你一支歌， 唱給你 一縷炊煙， 
一條小河，那靜靜的小村旁，幾隻蹣跚的白鵝。 
唱給你一支歌， 唱給你 十里稻香， 
十里甘蔗，還有那暖暖的日光下，幾點閃爍的漁火。 
啊！你還記得嗎？啊！ 這就是故鄉的景色！ 
當林中傳來布穀的歌聲哎，那是母親告訴你春播。 
當秋風吹過金色的田野，那是父親催促你收割。 
啦伊呀呵嘿，啊哈哈哈！ 
啊！你還記得嗎？啊！ 這就是故鄉的景色！ 
 
 
在水一方  
瓊瑤 詞 林家慶 曲  李遇秋  編配 
綠草蒼蒼白霧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我願逆流而上  依偎在她身旁  無奈前有險灘   
道路又遠又長  我願順流而下找尋她的方向  却 
見依稀彷彿 彷彿她在水的中央 
綠草萋萋白霧茫茫  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我願逆流而上  與她輕言細語  無奈前有險灘   
道路曲折無比  我願順流而下  找尋找她的蹤跡 
卻見依稀彷彿  彷彿她在水中佇立 
綠草蒼蒼白霧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狂風沙  
席慕蓉  詩 錢南章  曲 
風沙的來處有一個名字   
父親說兒啊那就是你的故鄉長城外   
草原千里萬里 
母親說兒啊名字只有一個記憶 風沙起時  
鄉心就起風沙  落時鄉心卻無處停息   
尋覓的雲啊流浪的鷹   
我的揮手不只是為了呼喚  請讓我與你們為侶   
劃遍長空飛向那歷歷的關山   
一個從沒見過的地方 
竟是故鄉  所有的知識只有一個名字   
在灰暗的城市裏我找不到方向  父親啊母親   
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 
 
鳳凰吟   
吳國平  詞 陸在易 曲 
總在深深的黑深裡聞到你的芬芳   
我用黑色的眼睛尋找祖先遺落的夢想 
這一支古老的歌謠啊  唱了一遍又一遍   
你是每一個黑夜裡燃燒燃燒的太陽 
鳳凰啊你是東方的吉祥   
神鳥啊你是五彩的五彩的霞光 
你是生命不息的精魂   
你是中華騰飛的翅膀   
你是生命不息的精魂   
總在歷史的岩層裡看見你的形象   
我用熱切的雙手  托起祖先企盼的聖光 
這一隻美麗的神鳥啊  飛了一年又一年   
你是每一次幻滅中升起升起的希望 
隨你高高飛翔  飛向新世紀遼闊的海洋   
我願隨你高高飛翔  
飛向新世紀遼闊的海洋  遼闊的海洋   
鳳凰啊神鳥啊  我願隨你高高飛翔   
飛向新世紀遼闊的海洋 

~~~~~ 那 就 是 我 ~~~~~ 
我思戀故鄉的小河  還有河邊吱吱唱歌的水磨 呦 媽媽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我思戀故鄉炊煙    還有小路上趕集的牛車   媽媽竹笛向你吹響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我思戀故鄉的漁火  還有沙灘上美麗的海螺  呦  媽媽如果有一個風帆向你駛來  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我思戀故鄉的明月  還有青山在水中的倒影  呦  如果你聽到遠方傳來的山歌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四) 夢！ 春風、山菊、小橋  Joy and Romance 
 

夢  你   林邊 作詞  林福裕 作曲 
夢中的風景是一片霧  夢中的你是站遠遠   
夢中的話像風在飛    夢中的心像十一月 
夢你  夢你  夢見你  一暝又一暝   
夢你  夢你  夢見你  一年又一年 
夢中的歲月像水流    夢中的你漸漸老   
夢中的主角是你與我  夢中的咱一世人  
 
 
春風在心中蕩漾  
西藏民歌 格桑達吉  編曲  謝明  配伴奏 
潔白的雪蓮含笑開放  矯健的雄鷹自由飛翔   
喜瑪拉雅山巍峨屹立  
雅魯藏布江奔騰激蕩  啊  美麗的西藏   
可愛的家鄉      啊  我為你放聲歌唱 
 
溫暖的春風心中蕩漾  和煦的太陽閃耀光芒   
雪山草場歡樂起舞   
萬里高原歌聲飛揚  啊  美麗的西藏   
遼闊的邊疆    啊  我為你放聲歌唱 
 
菊花台    方文山詞   周杰倫曲 
你的淚光柔弱中帶傷  慘白的月彎彎勾住過往  
夜太漫長凝結成了霜   
是誰在閣樓上冰冷地絕望  
雨輕輕彈朱紅色的窗  我一生在紙上被風吹亂 
夢在遠方化成一縷香  隨風飄散你的模樣   
菊花殘滿地傷  你的笑容已泛黃 
花落人斷腸    我心事靜靜淌   
北風亂夜未央  你的影子剪不斷     
徒留我孤單在湖面成雙 
花已向晚飄落了燦爛  凋謝的世道上命運不堪  
愁莫渡江秋心拆兩半   
怕你上不了岸一輩子搖晃   
誰的江山 馬蹄聲狂亂 我一身的戎裝呼嘯滄桑 
天微微亮你輕聲地歎  一夜惆悵如此委婉  
菊花殘滿地傷 你的笑容已泛黃 
花落人斷腸  我心事靜靜淌   
北風亂夜未央  你的影子剪不斷     
徒留我孤單在湖面成雙 
 

小城故事  
Chinese Folksongs Arranged by Philip Lawsaon 
Doo doo doo doo doo  
小城故事多        充滿喜和樂   
若是你到小城來    收穫特別多 
談的談說的說      小城故事真不錯   
請你的朋友一起來  小城來作客 
火車走到伊多阿摩一都丟   
哎喲 山洞裡       山洞的水伊多丟丟丟 
噹伊多阿摩伊多    丟阿伊丟滴落來 
談談說說小城不錯  請你的朋友一起來   
小城來作客 
 
 
橋     
于之 詞 陸在易曲 
水鄉的小橋姿態多    石板縫裡長藤蘿   
三步兩橋連水港啊    條條玉帶映碧波 
姑娘挑藕橋頭歇      老漢送糧橋下過   
離家千年也戀水鄉啊  願作人間橋一座 
 
 
瑤山夜歌   
劉鐵山 茅沅  原曲 郭兆甄 填詞 蔡克翔 編配 
明月淡淡清風   
瑤家山寨沉浸在溶溶月夜中   
田野上飄來陣陣稻谷清香   
豐收夜人不眠  到處起歌聲 
木葉聲聲吹  銅鼓响咚咚   
臉對臉兒跳個舞  手拉手心相通 
嗨濃  嗨濃  嗨依呀囉   
耳環亮閃閃 彩裙翩翩舞 
歌聲環繞篝火飛  映得滿天紅 
篝火暗了  月兒疲倦了   
白色的濃霧為群山拉起幕帳   
你聽那年輕的朋友 
把知心的話兒盡情彈唱   
耳環亮閃閃 彩裙翩翩舞   
歌聲環繞篝火飛  映得滿天紅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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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遠道合唱團 

                        演出成功! 
 
 

遠道合唱團成立二十八週年 

《風雪戀星- 心靈的復興》 

A Spiritual Renaissance 

演唱會成功 

“音樂有陶冶性情，調節生活的功能。 

喜愛音樂的人是有福的。 

請大家多多參與能使您生活充實 

而心情愉快的音樂活動吧！” 

康謳音樂文藝基金會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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