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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起齡園－辦理校慶音樂晚會暨歌唱大賽決賽辦理經驗分享 

百齡高中 張孝瑜 江炳憲 

摘要 

筆者的求學過程，以音樂為主要專長，在校期間經歷多次舞台演出，對於音

樂會行政工作與舞台監督工作亦有接觸。 

進入校園服務後第 3 年，即 98 學年度起，開始接觸學校行政工作，兩年來

擔任訓育組長與衛生組長，雖在不同學校服務，卻都躬逢學校「逢十」的校慶，

筆者把過去音樂行政事務的經驗、訓育組的活動辦理經驗整合、擴充，同時擔任

製作人與演出者的新基礎上，與學務處團隊一起完成『齡園樂起—臺北市立百齡

高級中學 20 周年校慶音樂晚會暨歌唱大賽決賽』。 

音樂會定名為【齡園樂起】，歷時兩個月辦理完成，是一場多元化、國際化

的音樂會，展現百齡學子的多才多藝、百齡校園引導多元智慧、亦符應教育 111

之「ㄧ生一專長」的教育理念。 

本文藉著檢視、彙整【齡園樂起】辦理過程、使用的管理表單、製作的節目

手冊、整理之學生回饋表現及活動演出中的檢討建議作一分享。 

經過回顧分享，回首來時路，便看懂了兩年來筆者行過的教育路徑之價值！ 

關鍵字：一生一專長、校慶音樂會、學務工作 

壹、背景 

筆者的求學過程，以音樂為主要專長，在校期間經歷多次舞台演出，對於音

樂會行政工作與舞台監督工作亦有接觸。 

進入校園服務後第 3 年，即 98 學年度起，開始接觸學校行政工作，接任訓

導處訓育組長。訓育組辦理學生各式各樣非正式課程，其中各項重大典禮、以及

音樂性校隊的成果發表更是重大考驗，由於 98 年度任教的學校正好邁入第 30 周

年，除了校慶活動擴大舉行外，亦對外租用中油國光廳進行管樂隊成果發表會【饗

樂一夏】，邀集合唱團與學區小學音樂性社團共襄盛舉。這場發表會，筆者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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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後援會和學務行政團隊，利用一學期時間逐步籌備完成，也得到諸多該校訓育

前輩的主動幫助、引導，獲致相當難得的經驗。 

本學年度，筆者則獲得巧妙的機會，進入「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服務，

百齡高中在 99 年 11 月 6 日進入校務發展的 20 年大關，筆者再次有幸恭逢學校

盛事。 

本學年度筆者在學校的任務和以往大不相同，除擔任高中一年級音樂課程教

學，並兼任衛生組長。衛生工作與訓育工作在學務系統中一武一文、一內一外，

對筆者來說是一項嶄新的學習。本組原理當在清潔後勤與環境教育工作上多協助

活動的推展，萬萬沒有預料會再一次接觸到音樂活動的規劃。 

百齡高中為辦理 20 周年校慶活動全校總動員，不論是行政處室或各科教學

團隊都在校慶活動中占有一席之地，體育活動、主題電影欣賞、書展、表演、座

談會等輪番舉開，不一而足。 

其中 20 週年校慶音樂晚會『齡園樂起』則是學校多年來全新的嘗詴。在音

樂會的兩個月前，筆者接受學務主任指派為承辦人，把音樂行政事務的經驗、訓

育組辦理音樂會的經驗整合、擴充，在沒有校隊家長後援會、音樂會結構包含比

賽與校外團體演出、同時擔任製作人與演出者的新基礎上，與學務處團隊一起完

成『齡園樂起—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20 周年校慶音樂晚會暨歌唱大賽決賽』，

吸引約 800 名同學、師長觀賞，學生填答的回饋學習單上對此活動頗有好評，實

是筆者在百齡高中一年來一次彌足珍貴的經歷，在此願將音樂會製作過程再次回

顧、省思，作一分享。 

貳、流程 

【齡園樂起】是一場綜合性質的音樂晚會，內容「歌唱大賽決賽」與「節目

演出」兩大部分，所以籌備過程也分為兩大部分，同時進行。音樂比賽的辦理由

學生活動組統籌規劃，待參加決賽的同學產生後，音樂晚會就將他們視為演出

者，提供針對演出者的各項服務。 

一、依據節目需要辦理歌唱比賽、進行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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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學年第一學期皆有辦理才藝競賽，以往的比賽內容包含獨唱、重

唱、樂器演奏、舞蹈類或其他才藝類。今年校慶籌備團隊經過討論，決定辦

理音樂晚會後，為了使音樂晚會提供的競賽增加競爭性、可比性，博得聽眾

的共鳴，決定鎖定重唱組與獨唱組進行比賽，風格、年代或伴奏與否不加以

限制。本校任教國高中部的老師共有 6 位，都相當支持歌唱大賽，鼓勵學生

踴躍參賽；在班上自行辦理「詴唱會」、「才藝表演」、「實習音樂會」等，提

供學生更多樣的臨場磨練。經國高中部、獨重唱部分別競賽，透過音樂老師

們聆聽評判後，選出優秀的同學進入音樂晚會表演（歌唱大賽實施辦法如附

件 1）。 

二、音樂會辦理流程 

音樂會辦理的期程約歷時一個半月，工作期程如下表所示： 

時間點 工作重點 進行方式 成果 

100.9.15 比賽辦法制訂 

考量邀請團體 

學生活動組討論、協

調。 

確定歌唱比賽將聚焦

於「歌唱」，不辦理其

他才藝競賽 

100.9.30 歌唱比賽定稿 

演出團體邀請 

1.學生活動組將歌唱比

賽想法文字化 

2.聯絡演出團體，預告

本校需了解之細節 

1. 歌唱比賽簽案 

2. 設計、發出演出團

體需求調查表(附

件 2) 

100.10.15 計劃定案 

細節規劃 

1. 撰寫計畫案 

2. 確認預算金額與經

費來源 

3. 節目單編輯 

4. 訂餐 

5. 聯絡燈光音響廠商 

1. 音樂晚會簽案 

2. 節目單初稿 

3. 演出座位帄面

圖、需求調查總

表、細部流程表(附

件 3 節目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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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撰寫細部流程表 down 表) 

4. 確認燈光音響工

作時間。 

100.10.22 歌唱比賽國中初賽 清唱計時淘汰賽 獨唱、重唱組各 4 組。 

100.10.27 歌唱比賽高中初賽 清唱計時淘汰賽 獨唱 9 組、重唱四組 

100.10.29 音樂會 1. 12:30-13:30 歌唱組

決賽彩排及技術彩

排 

2. 16:00 團隊進場自由

彩排 

3. 18:00 開幕 

4. 21:00-清潔環境 

節目呈現(附件 4.5 節

目手冊暨節目單簡表) 

以下針對辦理過程概述如下： 

1.構思：音樂晚會多元化，呈現溫馨的家庭同樂氛圍 

不論是對孩子、對老師、對家長而言，學校應該是家庭生活之外另一個溫馨

安全的成長園地。二十年來百齡高中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學子走向人生的全新里程

碑，也讓一個又一個師長或是學校行政的精英人才在教學或行政場域中歷練茁

壯。當學校精采地度過第一個二十年，準備開創新的二十年的時刻，本著「愛校

如愛家、愛孩子就讓他做自己」的理念辦理音樂晚會，利用音樂展現孩子們荳蔻

青春的亮麗風采、接受鄰近友校的真誠祝賀。 

本場音樂會並不是一場古典的音樂會，也不是一場流行的演唱會；本場音樂

會是多元化的音樂會，利用各式各樣的音樂類型，透露出溫馨的家庭同樂氛圍。 

2.聯絡：積極了解演出單位需求 

【齡園樂起】的規劃較一般在音樂廳或演奏廳聆賞音樂會的長度稍長，約歷

時 150 分鐘，內容相當多元，除了歌唱大賽決賽外，另一部分的重頭細就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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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因為演出團體多元，舞台上的調度預估比較複雜，必頇利用需求調查的確

認來提綱挈領。 

【齡園樂起】內涵豐富、風格多樣，需有一位能隨時引導聽眾朋友進入演出

情境的節目「主持人」。因為本校校長秘書口才便給、反應靈活，是擔任主持人

的最佳人選，筆者於演出前七週洽詢秘書後，順利獲得首肯，解決了第一個重大

問題；在日後節目單逐漸成形之後，主持人亦詳讀節目手冊、了解演出團體，設

計引人入勝的幽默橋段。在演出後主持人帶動氣氛的成果，讓學生印象相當深刻。 

【齡園樂起】邀集了利用本校進行教學的士林社區大學國樂隊、文化大學舞

蹈社、布袋戲社；學區內的百齡國小直笛隊、本校表現優秀的音樂性社團：管樂

隊、手語社、吉他社參與演出。並由筆者(女高音)邀請帄日搭擋的次女高音共同

演出。 

在確認演出團隊後，即發文向各方通知演出事宜、調查演出時需要的協助、

演出時間、演出人數、用餐需求等（本次演出提供演出單位晚餐西式餐盒），以

利後續準備（需求調查表如附件），並隨時做電話聯繫溝通。 

3.技術彩排與演出彩排： 

「彩排」在正式演出前的地位相當重要，可粗略分為演練物件擺設、硬體設

備啟動關閉等的「技術彩排」，以及演出人員在演出場地正式演練的「演出彩排」。

由於【齡園樂起】牽涉的演出單位較多，包含演出及比賽兩個部分，故安排彩排

流程如下： 

 (1)10/29 中午 12:30-14:00：本校參加歌唱大賽的同學，校內口琴社、吉他社

演出彩排，技術彩排（含志工同學進行物品定位、搬運練習等庶務工作。） 

 (2) 10/29 下午 4:00-5:00：需要排列椅子、動用較多人員的本校管樂隊、外

聘演出單位的演出彩排，進入本校自由進行。 

 (3)燈光音響：當天因為適逢校慶系列活動之高一舞蹈比賽，所以商請燈光

音響廠商從上午 10 點進駐本校至晚上 9 點音樂會結束為止，在彩排時就提供學

生現場的服務，並支援舞蹈比賽的進行，是相當順利的一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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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演出：穿上彩衣、粉墨登場吧！ 

【齡園樂起】經過將近兩個月的規劃與準備，各方的熱烈支持下，終於在

99/10/29 星期五晚上六點半，假本校活動中心二樓禮堂準時開始演出。 

在校長和貴賓的致詞和祝賀後，由本校校長秘書帶領大家經歷一個又一個音

樂與戲劇的驚奇，包含古典悠遠的士林社區大學國樂隊、音色整齊又富有層次的

百齡國小直笛隊，文化大學舞動自信的熱舞社、運用無限創意用布袋戲搬演網路

人氣影片蘋果與柳丁文化大學布袋戲社，還有本校熱力四射的優秀的吉他社、手

語社和管樂隊。 

在歌唱大賽決賽之前後，為提供演出者轉換心情的空間、給與評審老師計算

成績的時間，筆者亦提供兩個節目，包含法文藝術歌曲與歌劇重唱曲。完成這個

演出並不容易，由於筆者為執行製作，在開場時，仍繼續留在後台確認各項事宜

各就各位，甚至在後台同時處理調度事務並同時進行梳化工作，採用最方便的造

型更換方式，重唱的搭檔與伴奏除彩排外無暇和筆者做更多練習。所幸仍然順利

完成演出，為聽眾朋友負起演出者的責任。 

當然學生最熱烈參與為之癡狂，尖叫聲不斷的，就是歌唱大賽的決賽了。學

生經過初賽的篩選才能走上校慶的舞台，無不用心準備、使出渾身解數，用心、

用情、用力演唱。每一位同學都有自己的班級和社團『粉絲團』支持；加上專業

燈光音響的支援，每一個百齡的孩子們就像走上星光大道的選手一樣，臉上散發

出自信光采。能體現本校讓每一個孩子發展多元能力、鼓勵學生展現專長，以及

教育 111 中「一生一特長」的教育成果。 

5. 後勤支援：讓學生在服務中學習、從實習中茁壯。 

任何一場大型活動都是一個團隊的學習，【齡園樂起】也不例外。製作過程中

的諸多想法要付出實際進行，不能光在嘴上說說就可以自行定位。 

我需要更多雙手一起為【齡園樂起】伸出來，而學生或同事和長官，就是最

有力的力量。 

本次音樂會的行政任務安排如下，筆者為工作人員製作「細部流程表」(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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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利按部就班的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給演出者和欣賞者： 

(1) 拳擊隊：協助搬運(包含椅子、鋼琴)、遞送感謝狀、發送演出者餐盒。 

(2) 齡園小義工：志願加班的數名小義工協助在會場內外隨時加強清潔服務，

勸導大聲喧嘩者。 

(3) 社團志工：參與演出的吉他社、手語社、管樂隊派遣志願同學，擔任人員

進出控制、燈光控制助理、舞台後台監督、摧場人員。 

「拳擊隊」是本校主力的運動校隊，除了拳擊訓練與課業學習外，隊員更常

常支援學校大型活動的清潔與搬運工作，而環保小義工則是由衛生組招募，志願

擔任校園環境清潔任務同學，有大型活動就招募五到六員留校工作。 

此次音樂會的中重要的舞台監督、摧場、燈光管理助理、人員進出控制則訓

練參與演出的社團成員協助負責。 

當天的場地佈置、排列座椅，甚至鋼琴搬運、檢場、遞送感謝狀事宜，都由

穿著紅色隊服的拳擊隊隊員或綠色志工背心的齡園小義工、穿著本校制服的社團

幹部協助處理，音樂會從六點半進行，將近九點半人潮才完全散去，而拳擊隊隊

員則繼續收拾場地到活動中心完全淨空為止。 

此期間衛生組協辦老師、拳擊隊專業教練、本校學務主任皆協助督導鼓勵，

減輕筆者身為衛生組長又為活動承辦人，未能瞻前顧後的不足。 

看著一個個人高馬大的隊員，仔細的檢場、遞送、搬運，又思及能有這些後

勤隊伍熱心幫忙，都是主任、副組長和教練慷慨協助帶領，實在是暖在心頭！ 

從前辦理音樂會或活動，未曾思考後勤工作的價值多少，也不夠了解「幕後

英雄」這句形容的重量究竟有多重。藉著用衛生組長一職接辦音樂會活動的過

程，讓筆者有更深刻的體會。 

叁、成果 

1. 參與人數與聆賞反應 

本次音樂會是校慶重大的活動之一，因此針對全校師生廣發宣傳，並且

因為有歌唱大賽決賽，人人有『粉絲』，所以到場的同學和師長大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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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名，校長貴賓以及全校一級主管也大多全程觀賞，由於使用專業燈

光音響，又有幽默風趣的主持人，整場音樂會雖然時間較長，但無損於

氣氛的熱烈。同學在回饋單中對於最有印象的畫面也頗為廣泛，有些寫

下對主持人的觀感，有的能夠針對某一項自己欣賞的演出類型提出評論

見解。大家在涼爽的秋夜中享受多元化的音樂饗宴，是相當溫馨的一次

聚集。 

2. 雙版本節目單 

筆者收集各演出單位的演出資訊，為【齡園樂起】編輯了正式的節目手

冊，包含樂曲解說及演出介紹、工作人員表等，本分詳盡的節目冊(附件

7)影印的份數較少，委由本校學務處職工協助油印裝訂，提供給演出單

位收存。由於現場設置有主持人，已有能力將節目單中所呈現的、以及

未能呈現的內容都清楚地講解，所以大量製發節目單簡表，方便欣賞者

了解節目進行順序，並能專注在主持人串場和節目演出上。 

3. 精選優秀學生回饋 

【齡園樂起】在規劃之初，本校校長就大力支持，也勉勵音樂科教師協

助宣傳，鼓舞學生參加校內自辦的音樂活動，筆者也為了解學生觀賞所

得，設計一份「學習回饋單」，除針對演出內容知識性的問答外，也設計

開放性、發表心得的問題。到場欣賞的學生領取、填答後，交由音樂老

師批改，視為一項音樂會欣賞的報告，其中幾項開放性問題有趣、精采

的回饋內容摘要如下： 

 

 

 

 

 

 

今天的主持人湯一嵐老師，說過最讓我印象深刻或最有吸引力的一

句話是甚麼？ 

 他當場示範 LOCKIN(舞步名)，雖然他自己說跳得很差，不過我

認為已經很厲害了。 

 「請盡情鼓掌」。因為表演比賽的人很需要觀眾們的掌聲，這樣

他們才可以轉緊張為力量，呈現出完美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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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省思 

1. 流程安排與時間控制 

本次音樂會演出的時間大約歷時 150 分鐘，其中歌唱比賽的部份約佔了

90 分鐘。以一場慶祝性質的晚會來說，150 分鐘雖是可接受的長度，但如是

音樂發表性質，時間上仍應控制在 120 鐘內，對於聽眾或演出者都比較舒適。 

經過觀察比賽過程，發現歌唱比賽的規模可以縮減，讓品質更為提升較

有可看性。為使選出決賽的組別更加精粹，可以多增加一次復賽來篩選(本

今年是百齡高中第一次利用音樂晚會來慶祝校慶，我認為音樂會有

一些部分改進一下會顯得更高尚、更優雅、更吸引我！  

 國中部演唱在更精采點唱歌，不要太害羞而鎖喉，不要唱太小

聲，這樣應該會更好。 

 我覺得整體來說都很不錯，可是比較不喜歡音樂會有點拘束的

感覺，喜歡多一點互動！ 

寫下你今天的心得 

 非常精采的一場音樂會。很新鮮也很特別！之前待在百齡這麼

多年，這是第一次辦校慶音樂會。此場音樂會結合了視覺及聽

覺的雙重享受；亦結合了古典與現代化的風格，混合之後即為

一場精彩的音樂會。歌唱比賽的激烈戰況，讓我至深於潮起潮

落的各樣情緒中，是一場完美的音樂會。 

 今天的晚會讓我感到很值得，各個表演的人都很盡心盡力，而

且都滿精采的，後面的評審工作人員也很盡力。燈光師也很辛

苦！ 

 我好久沒有聽到百小直笛團的表演了，以前我也是他們的一園

呢！這次他們還多了兩把不一樣的笛子，還真是非常有英式風

格。 

 Beat-box is good！沒想到高中部有那麼厲害的同學，我在之

前的音樂課才聽過一次，而且還是老師。他今天得表演一點都

不遜於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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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決賽隊伍原有增額錄取情形)，如此不但可以讓時間控制更恰當，也可以

讓學生更重視練習、把歌曲呈現準備的更精細。 

2. 節目調性 

【齡園樂起】的演出內容包羅萬象，由於多方的支持和提供節目之下，

富有多元性和國際性，如較冷靜的國樂、吉他彈唱、直笛；幽默風趣的「英

語」布袋戲、也有吸引眾人目光的「鎖舞」、手語歌曲舞蹈、美聲唱法的演

唱。同學可以欣賞各種類型的演出，效果也相當不錯，在學校辦理慶祝性的

音樂晚會，可以考量利用此種多元內涵的方式進行。 

但筆者個人的演出則顯示一般體育場實在無法提供良好的共鳴，筆者與

演出搭檔的歌聲皆在空間中散逸，無法遠傳，故在演唱安可曲(羅西尼貓的

二重唱時)，便直接使用麥克風。因此在類似體育場中邀請使用美聲法的歌

者來歌唱，必頇提供良好的擴音設備及收音服務，因為共鳴較寬廣的歌唱家

會引起麥克風破音，但又有不能傳出的障礙存在。 

3. 回饋意見 

經過學生填答的回饋意見，發現學生對於具鏈式的問題亣志都能完全答

對，表示在主持人的引導下，聆賞頗有收穫，由於大多數同學是第一次參加

此種音樂晚會，也同時是百齡高中的第一次演出，所以都感到相當驚豔。 

【齡園樂起】演出前，雖依照正式音樂會規醒聽眾朋友們關閉手機、不

隨意走動、不使用閃光燈照像、要求聽眾朋友安靜聆賞：但是可惜現場仍時

有所聞竊竊私語，對演出者品頭論足的耳語總是不只流傳在兩個人當中、不

能遵行演出秩序的走動身影、接電話的聲音也引起同學的不變，在回饋表

中，諸多學生表示出他們「希望聆賞禮儀更加提升」的心聲。 

透過這些回饋，可知學校內藝術人文領域的老師以及所有負有公民教育

責任的師長們，還要多多針對品德教育、禮儀教育做更努力的深耕工作，因

為孩子們走出校園以後，將獲得更多接觸文化活動的機會，他們必頇從校園

中就學習肅靜與帄穩地尊重舞台上的演出者，真心的對演出的完成給予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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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伍、結語 

本年度是筆者第一次在百齡高中服務，很有幸能躬逢校慶盛事，並能利用前

一個學校的行政歷練為學校辦理意義重大的校慶音樂晚會，甚至在音樂會中，也

參與了演出。同時擔任製作人和演出者，實在是一場很大的挑戰，但也是一次很

深刻的學習經驗。 

筆者相當感謝學務主任在筆者初到百齡時即能給予充分授權與信任，並全力

支援，協助完成這場【齡園樂起】。 

除了結合過去的經驗，改善過去的缺失，在辦理活動上能考慮的更周詳以

外，筆者也看見了學生們志願服務的熱情和力量，在後台看見學生的積極任事，

謹慎用心，實在是刮目相看。 

又是夏季，學年即將結束，回首接觸學務工作這兩年，筆者發現自己似乎更

加明白了，擔任訓育組長之後，擔任衛生組長的意義。原來訓育工作是如此需要

衛生後勤強力的支援，而環境教育工作所帶給學校軟硬體的舒適條理，也相當需

要藉著學生活動的辦理喚發美麗的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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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99學年度校慶系列活動--歌唱大賽  

實施辦法草案 

一、 活動目的： 

1. 使學生於課餘時間從事正當活動，調節身心壓力。 

2. 促進學生之間的交流。 

3. 培養學生超越自我、突破創造力極限，提升個人內涵與價值。 

4. 提供學生展現自我的機會。 

二、 主辦單位： 

學務處學生活動組 

三、 協辦單位： 

 本校音樂創作社 

四、 比賽組別： 

初賽&決賽：國中獨唱組、高中獨唱組  

       國中重唱組、高中重唱組  

**重唱組 （可多聲部重唱，至多六人一組，可重唱、對唱但不可齊唱）。 

五、 活動對象： 

百齡高中全體學生（國高中部） 

六、 活動地點： 

尚待主辦單位另行公告請密切注意！ 

七、 活動日期： 

1. 初賽： 高中部 99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 14:00～16:00pm 第六-七節 

      國中部 99年 10月 27日(星期三) 13:00～16:00pm 第五-七節 

(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比賽順序依抽籤編號，逾時不候視同棄

權！) 

 

2. 決賽：皆於 99年 10月 29 日(星期五) ，地點靜候校慶系列活動通知。 

 (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比賽順序依抽籤編號，逾時不候視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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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八、 報名時間： 

1. 99年 10月 1日 到 99年 10月 6日（星期三）放學前，將報名表繳交至

學活組。 

2. 逾時不再收件！請特別注意！  

 

九、 抽籤時間與地點： 

1. 99年 10月 8日（星期五）中午 12:30 於 1F閱覽室前集合統一抽順序籤。 

（未出席者由主辦單位代抽序號不得異議） 

十、 評審標準： 

1. 初賽： 音樂表現(音色、音準、技巧、詮釋 ) 80%、舞台魅力(台風) 20% 

     （初賽請一律穿著校服，違者扣分） 

2. 決賽：音樂表現(音色、音準、技巧、詮釋 ) 70%、舞台魅力(台風、自

由服裝) 20% 

      、臨場控制 10%。 

           （上下台與道具架設時間總共１分鐘） 

十一、 活動規則： 

1. 參賽者可以選擇報名個人組或重唱組兩者皆可。 

2. 重唱組可以跨班或跨年級方式參加，但須經雙方班級導師簽名同意。 

3. 抽籤後順序將公布於學校網路公告，請自行上網參閱，不另行通知。 

十二、 比賽規則： 

1. 初賽：  

 比賽形式：清唱 (不可使用麥克風與任何形式之伴奏 ) 

 時間限制：獨唱組一分鐘，重唱組一分半鐘，請自行斟酌聲部演唱

時間，按鈴下台。 

 初賽錄取：獨唱組國高中各取前五名 

              重唱組國高中各取前二名 

【主辦單位可視屆時情形擇優錄取或從缺】 

2. 決賽： 
 參賽者需自備歌曲伴唱ＣＤ，並事先消除歌詞演唱燒製成「伴唱單

曲光碟」，不可用 MP3形式規格，於封面正楷填寫班級姓名座號與曲

目歌手、專輯名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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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唱ＣＤ於 99年 10 月 28日（星期四）中午 12:30 前，繳交至學活

組，逾時不候視同棄權！ 

 可現場自行準備伴奏樂器（或自彈自唱），但同樣需於截止日前繳交

伴奏形式、樂器與人員名單（至多３位）至學活組。 

十三、 獎勵辦法： 

    決賽－ 獨唱組國高中各取前三名，各頒發獎狀一紙。 

                重唱組國高中各取前二名，各頒發獎狀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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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九十九學年度二十週年校慶音樂晚會  附件 2 

演出單位資料暨需求調查表 

敬啟者： 

非常感謝您熱情參與本校二十週年校慶音樂會的演出，您的參與讓本校的二十週年校慶

更添光彩，為使演出進行順利，並提供觀賞者必要的資訊，維護演出者及觀賞者共同的

權益，以下幾件事項敬請惠予配合及提供： 

1. 彩排時間訂於 10/29(五)下午 14:00-16:00，如未能或不需要於彩排時間進場詴音，敬

請於下午 17 點前至百齡高中活動中心二樓報到，為了讓觀眾朋友順利進場，17:30

起舞台將淨空，亦無法進行彩排或詴音。 

2. 請協助填寫演出單位需求調查表，並回傳至 t1411@blsh.edu.tp.tw (或傳真至

28813740)百齡高中張孝瑜組長收，本校將根據您的需求，盡力為您提供最好服務。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長。 

3.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百齡高中衛生組張孝瑜老師 28831568*204，謝謝您的合作! 

 

演出單位 演出曲目或劇目 預估時間：請分曲目列出 

   

教師及行政人員人數 學生人數 隨行家長人數 蒞臨本校總人數 

    

聯絡人職稱/姓名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注意事項： 

1.本校提供參與演出的同學及教師一份西式餐點，如有素食需求請提供人數：＿＿＿＿ 

2.本校可提供鋼琴、電源、基本舞台燈光及音響、折疊椅，若有其他演出需要請貴單位自行準備。 

3.請提供貴單位宣傳或演出照片電子檔(至少 1 張)、參與人員名冊、曲目解說、指導老師或社長簡介

等，以利製作節目手冊 

參與演出人員名冊(含職稱) 

教
師
或
行
政
人

員 職稱 姓名 演
出
人
員 

分部/ 

角色 

姓名 分部/ 

角色 

姓名 分部/ 

角色 

姓名 

        

        

        

演

出

人

員 

分部/ 

角色 

姓名 分部/ 

角色 

姓名 分部/ 

角色 

姓名 分部/ 

角色 

姓名 

        

        

        

mailto:並回傳至t1411@blsh.edu.t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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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99 學年度 20 週年校慶音樂晚會 round down   

主持人：湯一嵐秘書(必頇一直有麥克風)，請在保持站在中舞台大幕前(大幕打開

時也請往前站) 

順

序 

單位 節目內容 時間 人數 舞台搬運(拳擊隊)或場務

工作(社團 5 名) 

所需器材 

1 管樂隊 1. Mickey Mouse 進行曲 

2. Somewhere out there 

3. おどるポンポコリン

(小丸子片尾曲-大家來

跳舞) 

5’00 26 1.  17:30 起大幕下 

2  管樂隊的椅子已經在

舞台上 

3.  17:55 主持人致歡迎詞 

4.  18:00 大幕起，主持人

開場 

26 把椅子 

6 支麥克風 

2 士林社大國樂隊 1. 載歌載舞慶佳節 

2. 揚鞭催馬運糧忙 

7’00 25 1. 管樂隊離場，不撤椅

子，新樂聲協助微調

麥克風 

2. 管樂隊徹樂器，快速

搬運至後台剪刀門 

6 支麥克風 

椅子 25 張，微調位

置 

0 校長、貴賓 1. 校長、貴賓致謝詞 

2. 頒發感謝狀 

感謝狀順序： 

百齡國小直笛隊指導老

師學生士林社大文

化大學文化大學布袋戲

(含個人)文化大學熱舞社

(含個人) 

5 1 1. 社大演出後降大幕，

社大離場 

2. 協助撤椅子 

3. 依程序頒發感謝狀，

請檢場組遞感謝狀 

4. 手語社於大幕後就表

演位置準備 

5. 注意舞台要淨空 

1 支麥克風 

2 手語社 Hot issue, Love ya, 辦不到 5’00 10 無 CD 片重頭播完 

3 百小直笛隊 英國組曲 6’00 22 無 無 

4 文大布袋戲社 Apple ＆ Orange 5’00 5 人 協助文化大學布袋戲社

準備戲台 

CD 片播放 

5 文大熱舞社 街舞 JAZZ&LOCKIN 5’00 15 人  CD 片播放 

6 國中部歌唱決賽 國中部獨唱組 

1陳奕心 

4’08 1 主持人稍作介紹之後將

現場交給賽務組 

CD 片播放 

麥克風 1 支給賽務

組 

1 支給演唱者 

2呂文翔 4’45   CD 片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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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麥克風 

3王睿煬  1  CD 片播放 

1 支麥克風 

4游峻華 4’40 1  CD 片播放 

1 支麥克風 

國中部重唱組 

1王宏宇、留裕凱 

4’05 2  CD 片播放 

2 支麥克風 

2周怡芸、潘韻如  2  CD 片播放 

2 支麥克風 

3栗學文、尹沛螢 4’05 2  CD 片播放 

2 支麥克風 

4邱健翃、方沛騏、 

吳宜軒、林華瑄 

3’37 4 1. 第三號演唱後把鋼琴

推到定位點 

2. 鋼琴蓋小開 

3. 鋼琴架麥克風架 

CD 片播放 

4 支麥克風 

7 女高音張孝瑜 亨利。杜巴克：芙蒂蕾 5 2 1. 現場交給主持人，主

持人串場 

2. 鋼琴不動，麥克風要

撤掉 

3. 請評審結算成績—賽

務組協助 

無 

8 高中部歌唱決賽 高中部獨唱組 

(1)陳又玄 

未定 1 1. 獨唱者下台後收鋼琴 

2. 鋼琴推回後台 

CD 片播放 

1 支麥克風 

(2)洪梅珊 4’17 1  CD 片播放 

1 支麥克風 

(3)張杰 3’28 1  CD 片播放 

1 支麥克風 

(4)江健佑 5’00 1 1.  4 號張杰唱完以後推

鋼琴到定位點 

2.  鋼琴小開 

3.  鋼琴架麥克風 

CD 片播放 

1 支麥克風 

鋼琴用麥克風 

(5)邱世煌 4’45 1 1. 5 號江健佑唱完以後

收鋼琴 

2. 推鋼琴回後台 

CD 片播放 

1 支麥克風 

(6)洪承贊 4’20 1  CD 片播放 

1 支麥克風 

(7)周欣怡 4’45 1  CD 片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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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麥克風 

(8)林暐炫 4’11 1  CD 片播放 

1 支麥克風 

(9)劉懿萱 3’39 1 注意本組為吉他伴奏，機

動協助搬運 

吉他要麥克風架 

CD 片播放 

1 支麥克風 

吉他的麥克風架 

高中部重唱組 

(1)尤文、鄭卉姍 

4’01 2  CD 片播放 

2 支麥克風 

(2)李香瑢、王婷、陳

柏霖、關瑩、陳雅筠、

王律茵 

5’22 6  CD 片播放 

6 支麥克風 

(3)王澤倫、林子文 4’18 2  CD 片播放 

2 支麥克風 

(4)鄭卉珊、鄭佩雯 3’40 2 本組為清唱 清唱 

2 支麥克風 

9 百齡高中吉他社 Another day 5 2 1.重唱演唱完畢後現場會

交給主持人 

2.搬兩張椅子到舞台中間 

請評審結算成績 

2 支麥克風架 

2 條導線 

10 女高音張孝瑜、

次女高音余佳玲 

1. 莫札特【女人皆如此】

選曲：（妹妹你看….） 

2. 羅西尼：貓咪二重唱 

(安可) 

8 3 1. 吉他社離場時記得徹

椅子 

2. 另一組人推鋼琴進場 

3. 鋼琴開小蓋 

無 

11 成績公布 成績公布及評語 3  獎狀於朝會頒發 評審席 2 支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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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99 學年度 

20週年校慶音樂晚會暨歌唱大賽決賽 

 

       

 

 

 

 

◎ 時間：中華民國 99年 10月 29日 18:00 

◎ 地點：百齡高中活動中心 2F 

◎ 演出者：校長 吳麗卿 

◎ 主辦單位:百齡高級中學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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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內容 PROGRAM 

 

1. 百齡高中管樂隊 

(1)Mickey Mouse 進行曲 

(2)Somewhere out there 

(3)おどるポンポコリン(小丸子片尾曲-大家來跳舞) 

2. 士林社區大學國樂隊(指揮：吳三奇老師) 

(1) 載歌載舞慶佳節 

(2) 揚鞭催馬運糧忙 

3. 百齡高中手語社：手語組曲(Hot issue,love ya,辦不到) 

4. 百齡國小直笛隊：英國民謠組曲 

5. 文化大學布袋戲社：Apple＆Orange 

6. 文化大學熱舞社：街舞 JAZZ＆LOCKIN 

7. 國中部歌唱決賽 

8. 女高音張孝瑜、鋼琴蕭宏浥：亨利．杜巴克【芙蒂蕾】 

9. 高中部歌唱決賽 

10. 百齡高中吉他社：Another day 

11. 女高音張孝瑜、次女高音余佳玲、鋼琴蕭宏浥：莫札

特歌劇【女人皆如此】選曲：（妹妹你看…） 

晚安 GOOD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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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的人、演出的事 Performers 
百齡高中管樂隊 

百齡高中管樂社就像一家人一樣，感情都很好，許多已畢業的

學長姐每年都會回來，對學弟妹們打打氣，這也快要變成一種

傳統。現在，正值第 11屆的我們，在幽默又有耐心的指導老

師與優秀的學長姐的帶領下，每年都會參與校慶典禮的吹奏、

三年級畢業舞會的演出，及一學年一度的全校成果發表，百齡

管樂社正在一點一滴地慢慢進步中。 

 

士林社區大學國樂隊 

臺北市士林社區大學國樂團在校長張明致校長的極力倡導下於 2001 年 9月成立，是全國所有社

區大學中最早成立且唯一較有組織化的國樂團，由吳三奇老師擔任團長，目前團員約 60 餘人。

常受邀至社區演出，均深獲好評。士林社區大學國樂團於每週六下午 13:30至 16:00 上課，歡迎

對於音樂有興趣的同好一起參與~ 

百齡高中手語社 

百齡手語社 11屆了！手語是一種「不用口就能表達心靈中想法」

的語言，因而產生了「語靈」之名，之所以把「靈」換成「齡」是

因為百齡的緣故，雖然字有改變，卻不失原有的意涵。「齡」是年

齡，我們用我們的方式，展現屬於高校生這個年齡的花樣年華。歷

屆傳承的宗旨，我們一直守護著，「親切、認真、耐心」這個原則

是手語社的初衷，「親切對待每一個人、認真的學習、耐心的切磋

研討」就是最基本的法則。手語社的未來已經開了一扇光明的窗，

踏出了前進的第一步，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一起加油，一屆傳一

屆，屆屆相傳，永不間斷。 

 

百齡國小直笛隊    
2001 年對直笛有興趣的鄭亞兒老師，接受訓育組王思元

組長的邀請，成立中音直笛課後課來授課，雖然當時只

有 9 人報名上課，但訓導處站在完全支持的態度下，依

舊開班。2002 年 11 月學校決定成立直笛團，為了使本

校學生了解直笛團的編制與音色，訓育組在鄭老師的建

議下，邀請民權國小直笛社團到本校活動中心表演給三

至六年級學生欣賞。2003年 3 月正式成團；2003 年 6

月首次公開演出（在畢業典禮上擔任開場樂）；2004年 2 月在學校日以街頭藝人方式演奏來迎賓；

2004年在兒童節系列活動中，演出十多首曲目，藉由幾次演出來磨練團員的台風與臨場感，所

以才能夠在 2004 年 11 月第一次參加臺北市音樂比賽就榮獲第三名的佳績。2006 年 11 月在比賽

中得到全國音樂比賽的資格，於是團員家長主動表示願意成立後援會，並繳交團費，聘請國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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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木笛演奏家吳明宗蒞校指導。2006年暑假起，每年寒暑假開辦直笛體驗營，形成了依程度分

為基礎團、進階團、代表團的規模。  

文化大學布袋戲社 

 

華岡布袋戲社成立１２年來，秉持發揚傳統，改革創新

的理念。不斷研究，並且多所琢磨，欲將此傳統文化發

揚光大，廣為人知。 

 

 

文化大學熱舞社 

    
百齡高中吉他社 

帶著你的熱忱和毅力創造屬於自己的吉他夢吧 

百齡人才濟濟 

我們有心   有熱忱  有我們堅持的夢想 

就算大家走在不同的六根弦上 

我們也要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GO 百齡吉他 衝衝衝!!   

   

女高音/張孝瑜 

台北市人，4 歲由母親啟蒙學習鋼琴，並師事嚴連恩老師；7 歲學習

小提琴，師事黃淑女老師；畢業於福星國小音樂班，主修小提琴，

師事李純仁、廖純、陳任遠老師，副修鋼琴，師事曾和子老師；1998

年學習聲樂，由李小珍老師啟蒙，同年九月進入台灣師範大學音樂

學系，主修聲樂，師事蘇秀華教授，副修鋼琴，師事李智惠老師，

2000年起雙主修國文學系，2003年起向蕭抒真老師學習聲樂，2005

年四月進入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研究所演奏演唱組，師事陳榮貴教

授;2007 年 6 月取得碩士學位。 

2005年 5 月 舉辦獨唱會《瑜亮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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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4 月 參與演出莫札特 250周年誕辰系列活動之《歌劇選粹之夜》 

2006年 5 月 參與演出《德文藝術歌曲之夜》 

2006年 6 月 參與演出德文歌劇《糖果屋》，飾演韓賽爾 

2007年 1 月 參與「箴言〃詩篇聖樂團」演出之神劇《彌賽亞》 

2008年 12月參與「箴言〃詩篇聖樂團」演出音樂會《榮耀創造》 

2009年 3 月 參與蕭抒真老師創始『五餅二魚』聖樂重唱團。 

2010年 1 月 參與「箴言〃詩篇聖樂團」演出音樂會《耶穌基督》 

2010年 9 月、10月參與法文藝術歌曲之夜【對我說愛】、【邀旅】演出。 

次女高音/余佳玲 

長期參與教會詩班，持續聲樂、合唱指揮方面的進修，師事蕭抒真老師，

現任真耶穌教會松山教會『加百列詩班』指揮，『五餅二魚』聖樂重唱

團創團團員。真耶穌教會箴言詩篇聖樂團女低音團員，2006年底年起

隨團參與【榮耀創造】、【耶穌基督】……等演出，並多次擔任次女高音

獨唱。 

 

 

 

鋼琷合作/蕭宏浥 

嘉義人，畢業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系，現就讀台灣師範大學表演藝

術研究所。主修鋼琴，現師事於李燕宜教授。曾師事於林淑真、丁心茹、

黃芳吟、詹雅瑜、王維明、黃子庭等教授。 

2000年 第一屆嘉義市愛樂音樂比賽高中組優等第一名 

2001年 嘉義市音樂比賽青少年音樂班組鋼琴優等第一名 

2002年 台灣音樂比賽青少年音樂班組全國鋼琴優等第六名 2006年 指

導五福國中合唱團並獲得高雄市音樂比賽第二名 

2010年 擔任林姿伶、邱莉棠畢業音樂會鋼琴伴奏，並接受茱麗亞音樂

院教授 Margo Garrett、新英格蘭音樂院教授 John Greer 等大師指導。 

曲目解說 
 Mickey mouse 進行曲: 

米老鼠(Mickey Mouse)是華特迪士尼和他的電影團隊於 1928年創作出的動畫角色，是迪士尼公

司最著名的代表卡通人物。米老鼠機靈又可愛的逗趣表現，讓牠贏得全世界大人小孩的矚目，多

年來歷久彌新。 

這首 6/8 拍進行曲，猶如跳舞般輕快的節奏，用來詮釋逗趣又可愛的米老鼠，真是再適合不過了! 

 Somewhere out there: 

這首歌是 1986年 Disney 出品的溫馨卡通 An American Tail(美國鼠譚)的主題曲，描述老鼠「偉

福」和家人離開家鄉坐船遠渡重洋到美國，卻在異鄉與家人失散。這首歌曲於他想起家鄉和家人

時所唱，旋律舒緩、輕柔，能充分帶給我們溫馨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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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どるポンポコリン(小丸子片尾曲-大家來跳舞): 

櫻桃小丸子這部日本動畫相信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吧，這故事是圍繞著小丸子以及其他家人和同學

生活中活潑、逗趣的生活小事，當中有笑有淚。而這首歌做為日本動畫《櫻桃小丸子》的主題曲，

就如同動畫內容:深入人心的輕快旋律，令人想起童年的歡樂時光。 

 載歌載舞慶佳節 

本曲含有濃郁的中華民族音調，節奏歡樂活潑，表現樂觀與積極向上的曲風。描寫在傳統的節目

裡載歌載舞歡慶佳節的愉快心情和熱鬧景象。 

 揚鞭催馬運糧忙 

此曲是中國東北方的民間樂曲，描繪出農家在農作物豐收的時節，駕看馬車運送糧食的情景，展

現農民們的豐衣足食，幸福快樂的生活和熱愛國家的高尚情操。 

梆笛演奏：朱韻儒 小姐。 

 手語組曲(Hot issue,love ya,辦不到) 

辦不到 

我辦不到 你辦不到，乾脆不要 乾脆就拉拉拉拉 倒；說到做到 即日生效 

今天起 Ah Ah Ah Ah Out 

知不知道 胡說八道，控制不了 有時候需要手銬；你的胡鬧 跟我不同，好像齒輪合不好 

愛情的力量難道沒魔法，改變我和你的落差；愛情的信仰已經被綁架，改變不了就別裝！ 

我辦不到 (我辦不到) 你辦不到 (你辦不到)，乾脆不要 (乾脆不要)，乾脆就拉拉拉拉 倒 (倒) 

說到做到 (說到做到) 急於生效 (急於生效) 

中了邪的抓狂 犯了衝的磁場，我們都眼睜睜看著鬼打牆。詴了一次作罷 詴了兩次作罷 

是不是我們這次就認了吧 

愛情的力量難道沒魔法，改變我和你的落差；愛情的信仰已經被綁架，改變不了就別裝！ 

我辦不到 (我辦不到) 你辦不到 (你辦不到) 乾脆不要 (乾脆不要)，乾脆就拉拉拉拉 倒 (倒) 

鬼吼鬼叫 (鬼吼鬼叫) 乾脆微笑 (乾脆微笑) 乾脆說 Ah Ah Ah Ah Out！ 

說吧 我們其實都是一樣，不想讓步也不想馬虎，愛情不是賭注，YOU WIN I WIN 有什麼好處？ 

這麼巧 老鼠遇見貓，瞬間擊倒來不及讀秒，我們到底關係絕妙還是顛倒，我們到底辦得到還是

辦不到 

受罪 何必在一起狼狽，哪天要崩潰；的確 不對就應該消滅，愛完美 

我辦不到 (我辦不到) 你辦不到 (你辦不到) 乾脆不要 (乾脆不要)！乾脆就拉拉拉拉 倒 (倒) 

鬼吼鬼叫 (鬼吼鬼叫)！乾脆微笑 (乾脆微笑)！乾脆說 Ah Ah Ah Ah Out ！ 

 英國民謠組曲 

這首曲子是由英國作曲家雷夫〃佛漢〃威廉斯於 0923年所寫的其中一首有名的樂曲，高登〃賈

克後來改編成交響曲和管樂曲，取名為『英國民謠組曲』，再由 Stan Davis 改編給直笛演奏，全

曲有三個樂章，今晚百齡國小直笛團要為您演奏第一及第三樂章。第一樂章是呈現出 a-b-c-b-a

輪旋曲的型式，a段先以 4小節開場，主旋律進行 2次後，隨即有 17個不規則小節；b 段的旋律

比較溫和，並重複一遍；c段高聲部以緊湊的 6/8 拍旋律與低聲部 2/4 拍的旋律，對位形成特殊

風味。第三樂章則為 a-b-a曲式，先是 4小節輕快的旋律開場，接著是英國軍樂曲 Blow Away the 

Morning Dew；隨後以極強的聲響來演奏，並轉換拍子最後雄壯結束全曲！ 

http://mojim.com/twy104942x15x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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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Orange 

你看過網路上紅透半邊天的「蘋果與柳丁」，而且為他捧腹大笑嗎？文化大學布袋戲社把

Apple&Orange 改編成小短劇，帶給你有著耳目一新的感受。 

 街舞 JAZZ＆LOCKIN 

文大熱舞在百齡高中的 20周年校慶舞動青春、舞動活力、舞動自由、舞動生命。 

 Henri Duparc【Phidylé.】亨利〃杜巴克【芙蒂蕾】 

芙蒂蕾是一個美麗的女孩，他在草地上安穩的睡著，而戀慕他的愛人在她身邊端詳著他酣睡的優

美睡姿，唱出這首情歌，他耐性等待者他睡醒的一刻，希望醒來時，芙蒂蕾會用甜蜜的親吻回報

他的等待。前期法國藝術歌曲的大師杜巴克細膩的用調性多變的三段體描寫這首溫馨的愛情詵，

每一次的等待使用了更高亢的音域，展現更強烈的熱情! 

L’herbe est molle au sommeil sous les frais peupliers,涼爽的楊樹蔭下，柔軟的草地正好眠 

Aux pentes des sources moussues 長滿苔藓的水源坡地 

Qui dans les prés en fleur germant par mille issues,在開滿花的草地上 到處發新芽  

Se perdent sous les noires halliers. 迷失在黑色的草叢之中 

Repose, ô Phidylé. 安睡吧！喔！芙蒂蕾 

Midi sur les feuillages 正午的太陽在樹葉上 

Rayonne et t’invite au sommeil 光芒四射 邀請你入夢鄉 

Par le trèfle et le thym, 幸運草和百里香  

Seules, en plein soleil, chantent les abeilles volages; 在烈日之下 只有蜜蜂翩飛歌唱 

Un chaud parfum circule au détour des sentiers, 在小徑的轉彎處，一股溫熱香味瀰漫 

La rouge fleur des blés s’incline, 開紅花的麥桿彎著腰 

Et les oiseaux, rasant de l’aile la colline, 鳥兒鼓翅掠過山丘  

cherchent l’ombre des églantiers. 在尋找犬薔薇的影跡 

Repose,ô Phidylé. 安睡吧！喔！芙蒂蕾 

Repose,ô Phidylé. 安睡吧！喔！芙蒂蕾 

Mais, quand l’Astre, 但是當太陽 

incliné sur sa courbe éclatante, 沿著它燦亮的軌道西斜 

verra ses ardeurs s’apaiser, 看見它的熱度冷卻時 

Que ton plus beau sourire 願你最美的微笑 

et ton meilleur baiser 和你最好的親吻 

Me récompensent, 回報我  

me récompensent de l’attente! 回報我的等待！ 

 Another day       

失戀的女孩希望分手這個事實只是個玩笑，從前在一起的一切美好早已隨風而逝。雖然已分別但

對他依舊戀戀不捨，日子一天一天的過下去，總不能沉浸在悲傷過去，女孩敞開心胸相信時間能

沖淡一切，人的相遇是偶然，分別是必然，有如在廣大田畝中的阡陌短暫的交錯後就又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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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 to me, say that you need me 說些謊話吧  就說你需要我 

That's what I wanna hear 那是我想聽的話 

That is what, what makes me happy 只有這些話才能讓我快樂 

Hoping you'll be near 希望你近在咫尺 

All this time, how could I know 這些時日  不知為何 

Within these walls, I can feel you 身在重重的高牆中  我仍能感覺到你的存在 

Another day goes by, will never know just wonder why 日復一日的過  不知道為什麼 

You made me feel good, made me smile 你就是能讓我覺得好  讓我展顏歡笑 

I see it now, and I, can say it's gone 如今我才明白  但是  一切都已消逝 

That would be a lie 也許是個謊言 

Cannot control this, this thing called love 不能自己 這就叫作愛 

You must think, how can this be 你一定在想  怎麼會這樣 

You don't really know me 你是不真的了解我 

I can't tell, this ain't the time 我不知道  是否時候已到 

You'll never be mine 你將不再屬於我 

What can I say, something 'bout my life 我又能說什麼？  我的生命中的漣漪 

I just lost again 我再度失去的愛情 

Another day goes by, will never know just wonder why 日復一日的過  不知道為什麼 

You made me feel good, made me smile 你就是能讓我覺得好  讓我展顏歡笑 

I see it now, and I, can say it's gone 如今我才明白  但是  一切都已消逝 

That would be a lie 也許是個謊言 

Cannot control this, this thing called love 不能自己 這就叫作愛 

Always have to move on, 日子總是要繼續過下去 

To leave it all behind 所有的悲傷拋諸腦後 

Go along with time 只有時光隨行 

Another day goes by, will never know just wonder why 日復一日的過  不知道為什麼 

You made me feel good, made me smile 你就是能讓我覺得好  讓我展顏歡笑 

I see it now, and I, can say it's gone 如今我才明白  但是  一切都已消逝 

That would be a lie 也許是個謊言 

Cannot control this, this thing called love 不能自己 這就叫作愛 

 莫札特歌劇【女人皆如此】選曲：（妹妹你看…） 

這首二重唱選自莫札特的義大利文歌劇【女人皆如此】，故事是在說損友間哲學家阿方索誇下海

口，想對費奧迪利姬和朵拉貝拉兩姊妹的未婚夫證明『女人皆水性楊花』，他買通姊妹倆的女僕

搬演了一場鬧劇，用互換新郎的方式測詴女人的愛情忠誠度，阿方索的惡作劇差點拆散了兩段好

姻緣，好在最後還是喜劇收場。【妹妹你看】選自第一幕第四首：費奧迪莉姬和朵拉貝拉這對姐

妹拿著未婚夫的肖像互相炫耀，沉醉在戀愛的喜悅中。 

FIORDILIGI（費奧迪莉姬 ）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1702023##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17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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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guarda, sorella,阿！妹妹你看 

Se bocca più bella 誰能找到比他更俊美的嘴唇 

Se aspetto più nobile 更高貴的臉龐？ 

Si può ritrovar.  

DORABELLA（朵拉貝拉） 

Osserva tu un poco, 你也看看，他的眼睛裡藏著火燄， 

Osserva, che foco  

Ha ne' sguardi,不說那光采那烈焰了 

Se fiamma, se dardi 

Non sembran scoccar 大概會噴射出來. 

FIORDILIGI（費奧迪莉姬 ） 

Si vede un sembiante 這張臉 

Guerriero ed amante.是戀人和士兵的臉 

DORABELLA（朵拉貝拉） 

Si vede una faccia 這張臉 

Che alletta e minaccia.迷人又使人心慌 

FIORDILIGI E DORABELLA（姐妹倆） 

Io sono felice!我多麼幸福阿 

Se questo mio core 如果我的心 

Mai cangia desio,會移情別戀 

Amore mi faccia 就讓愛情罰我 

vivendo penar 生活在痛苦之中 

演出人員 

百齡高中管樂隊 

長笛:卓一嫻、熊珮豪、黃湣御、戴呈傑 

豎笛:黃一心、連軒、劉嘉峻、林岱亭 

薩克斯風:陳艾、謝孟勳、吳柏毅 

小號:李仙旅、劉柏岑、劉祐豪 

法國號:龔洲暐、周慕恩、張維元、林佑融 

長號:黃韋傑 

上低音號:李家瑄、陳冠宏、張華庭、游智宇 

打擊:李哲緯、廖芷伶、陳俐儒 

士林社區大學國樂團 

團長: 吳三奇 

二胡: 王順和、吳錦松、陳玉芬、葉麗華、王勉、黃惠玲、王麗玉、王利華 

揚琷: 陳秀麗、蔡怡淑 

打擊: 謝麗梅、黃鳳美、林美月、張萬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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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笛: 朱韻儒 

曲笛: 鄭志民、廖珮妤、紀協 

琵琶: 廖珮雯、張宜安 

柳琷: 蘇惠鈴 

中阮: 李朝玲、何瑞齡、夏敏英 

工作人員: 陳秀華 

百齡高中手語社 

黃柏誠、丁琪芳、曾婉瑜、蔡尚函、許  昕、簡涵娟、陳亞澤、李彥德、林暐炫、

戴惟晞 

文化大學布袋戲社 

中文系鄭雅尹、中文系蔡秉錡、資管系林宏杰、紡織工程系 1翁郁婷、國貿系

3A蕭燿徳 

文化大學熱舞社 

lockin組 

資管系向威駿、資工系蔡宜臻、財金系徐辰豪、資管系劉致均、資管系莊惟鈞、

園生系蔡尊維、勞工系李佳瑜、資管系林文祥。 

jazz組 

韓文系蔡儀蘋、國貿系顏秉誠、化學系賴佩欣、體育系林羿思、行管系王庭亭、

企管系范瑄。 

百齡國小直笛團 

指導老師：鄭亞兒、曾逸星 

團員：陳若宇、余昱恩、莊淯琳、黃昱茗、陳妤甄、丁柏維、呂晴樺、莊柏楷、

黃鈺琦、陳松燊、許耿嘉、林宜臻、翁立翰、張芷瑄、翁柏暐、李怡潔、蔡宜瑾、

陳羿銓、林紫涵、侯佩吟、朱祥榮、孟軒宇 

百齡高中吉他社：蘇姝嘉、蕭晨卉 

女高音張孝瑜 

次女高音余佳玲 

鋼琷合作蕭宏浥 

歌唱大賽序號 

國中部獨唱組 

1.90927陳奕心 

2.80702呂文翔 

3.70403王睿煬 

4.80816游峻華 

國中部重唱組 

1.90301王宏宇、09 留裕凱 

2.90438周怡芸、36 潘韻如 

3.80314栗學文、26 尹沛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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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204邱健翃、26 方沛騏、30吳宜軒、35 林華瑄 

高中部獨唱組 

1.30405陳又玄 

2.20837洪梅珊 

3.20105張杰 

4.20301江健佑 

5.20305邱世煌 

6.20408洪承贊 

7.20323周欣怡 

8.20711林暐炫 

9.20844劉懿萱 

高中部重唱組 

1.20421尤文、33鄭卉姍 

2.10829李香瑢、26 王婷 07陳柏霖 43關瑩 37陳雅筠 27王律茵 

3.10301王澤倫、29 林子文 

4.20433鄭卉珊、34 鄭佩雯 

 

工作人員名單 

演出者：吳麗卿 

製作人：江炳憲 

執行製作：張孝瑜 

節目主持人：湯ㄧ嵐 

賽務總監：張明惠 

賽務服務：百齡高中音樂創作社周宛諭、吳珮婷、許家寧、蕭永群 

接待：葉瓊文、百齡高中學務處 

燈光音響：新樂聲音響燈光企業社 

攝影：林鎮洲 

門控、場務：百齡高中吉他社周濂宇、馮軍豪、百齡高中手語社葉彤、姜佳玲、

百齡高中拳擊隊、百齡高中環保小尖兵隊 

 

 

 

 

 

 

 

 

晚安 GOOD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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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齡園樂起---台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99學年度20周年

校慶音樂晚會暨歌唱大賽決賽 

~~~~節目內容  PROGRAM~~~~ 

1.百齡高中管樂隊 

(1)Mickey Mouse 進行曲 

(2)Somewhere out there 

(3)おどるポンポコリン(小丸子片尾曲-大家來跳舞) 

2.士林社區大學國樂團 

(1)載歌載舞慶佳節 

(2)揚鞭催馬運糧忙 

3.百齡高中手語社 

手語組曲：Hot issue,love ya,辦不到 

4.百齡國小直笛隊 

 英國民謠組曲 

5.文化大學布袋戲社 

 Apple ＆ Orange 

妳曾經為了網路上的蘋果與柳丁捧腹大笑嗎，如果這對活寶穿上戲服，就在文大

布袋戲社員的掌中，在你眼前，活靈活現的鬥嘴起來，ㄧ定足以為你帶來更大的

歡笑！ 

6.文化大學熱舞社 

 街舞 Jazz＆Lockin 

文大熱舞在百齡高中的 20周年校慶舞動青春、舞動活力、舞動自由、舞動生命。 

7.決賽(一)國中部 

國中部獨唱組 

(1)90927陳奕心 

(2)80702呂文翔 

(3)70403王睿煬 

(4)80816游峻華 

國中部重唱組 

(1)90301王宏宇、09留裕凱 

(2)90438周怡芸、36潘韻如 

(3)80314栗學文、26尹沛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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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204 邱健翃、26方沛騏、30吳宜軒、35林華瑄 

8.女高音張孝瑜、鋼琷蕭宏浥 

 法文藝術歌曲：亨利〃杜巴克【芙蒂蕾】 

芙蒂蕾正在柔軟的榆樹蔭下沉睡，熱戀他的少年看著她優美的睡姿，期待這甜美

的女孩起身的ㄧ刻，能換得甜美的微笑和親吻。 

9.決賽(二)高中部 

高中部獨唱組 

(1)30405陳又玄 

(2)20837洪梅珊 

(3)20105張杰 

(4)20301江健佑 

(5)20305邱世煌 

(6)20408洪承贊 

(7)20323周欣怡 

(8)20711林暐炫 

(9)20844劉懿萱 

高中部重唱組 

(1)20421尤文、33 鄭卉姍 

(2)10829李香瑢、26王婷、07陳柏霖、43 關瑩、37陳雅筠、27王律茵 

(3)10301王澤倫、29林子文 

(4)20433鄭卉珊、34鄭佩雯 

10.百齡高中吉他社 

Another day 一天又ㄧ天 

11.女高音張孝瑜、次女高音余佳玲、鋼琷蕭宏浥 

 歌劇選粹：Ah guarda sorella from Cosi fan tutte of W.A.Mozart 

              【妹妹你看…】選自莫札特歌劇女人皆如此。 

女人皆如此是莫札特的三大喜歌劇之ㄧ，損友兼哲學家阿方索想向費奧迪莉姬和朵拉貝拉兩姐

妹的未婚夫證明「女人皆水性楊花」，買通了姐妹倆的女僕黛斯毘拿共同製造ㄧ場新郎互換身分

的鬧劇，差點破壞兩段好姻緣…，幸好最後來是喜劇收場。【妹妹你看】是第一幕的第四首，兩

姐妹看著未婚夫的肖像，互相炫耀，訴說被愛的幸福和對愛情的忠貞。 

晚安 GOOD N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