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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家演奏廳

isten

Silent

鋼 琴 家 ｜｜黃瑞蘭

旅歐多年的青年鋼琴家黃瑞蘭，其洞悉⾳樂本質、粹煉的⾳⾊掌握及詩意般的演

奏風格曾被俄國⼤師 Wladimir Krajnew 讚譽為感情豐沛的鋼琴家，另⼀位俄

國鋼琴傳奇⼈物 Anatol Ugorski 更讚賞她深具才能與藝術天賦，想像⼒，智慧，
情感和精湛的技藝樣樣兼具；多家德報更評論她卓越的演奏與詮釋中帶著栩栩如
⽣地展現⼒與鋼琴家的精煉，每場皆是能量激盪與細膩情感交織的演出。

演 出 活 躍 的 她 ⾜ 跡 履 及 柏 林 ⾳ 樂 廳（Konzerthaus Berlin）、 慕 尼 ⿊ 愛 樂
（Gasteig）、 斯 洛 伐 克 愛 樂（Slovenská Filharmónia）、 莱 昂 市 政 ⾳ 樂
廳（Auditorio Ciudad de León）、 薩 爾 茲 堡 ⾳ 樂 院 ⾳ 樂（Mozarteum

Salzburg） 等 國 際 舞 臺， 遍 ⾄ 奧、 荷、 德、 ⻄、 義、 法 等 國， 也 曾 受 邀 於
如 布 梭 尼 ⾳ 樂 節（Piano Festival Ferruccio Busoni）、 弗 來 堡 鋼 琴 ⾳ 樂 節

（PianoFest Freiburg）、 及 北 荷 蘭 ⾳ 樂 節（The International Holland
Music Sessions）等許多⾳樂節演出，2021 年四⽉更推出全新的⾃由創作⾳樂

會形式，結合⾃⼰的繪畫與⾳樂展演，在 Nextus Festival ⾳樂節深獲好評。
受到歐洲巧奪天⼯的景⾊與蓬勃多元的⼈⽂氣息之啟發，瑞蘭開始融合⻄⽅藝

術、⾳樂與東⽅哲學思維，發想出結合⾳樂、⽂學、視覺藝術、攝影等多媒體
的系列⾳樂會—『寂靜藝術』，此系列⾳樂會也曾多次受德國與台灣電台雜誌

如”Klassik Begeistert”、RTI、IC 之⾳電台之邀專訪，並定期在歐洲與亞洲
巡演。

獲獎無數的她在台灣學習路程中⼀共拿下五項國內比賽第⼀名，兩項第三名，

更曾以⼗四歲之年紀拿下 The Taiwan Trinity College London 鋼琴⼤賽公
開專業組（⼆⼗七歲以下）第⼀名且深受評審好評。繼師⼤附中後及台北藝術

⼤學學⼠畢業之際，即取得德國政府最⾼獎學⾦ DAAD 全額留學獎學⾦，進
入德國以鋼琴系聞名的漢諾威⾳樂戲劇暨媒體學院繼續深造，曾追隨挪威國寶
級名師 Einar Steen-Nøkleberg 及活躍於歐美洲且任教於美國茱莉亞⾳樂院

（The Juilliard School）芬蘭籍教授 Matti Raekallio 芬蘭籍教授的⾨下。學

習期間也曾榮獲台灣教育部留學獎學⾦、歐盟交換計劃獎學⾦、德國 ”Musik
braucht Freunde“ 獎學⾦、Ibiza 國際鋼琴比賽及 Oscar und Vera Ritter 基

⾦會等獎項殊榮 ; 並曾獲 Pavel Gililov, Wladimir Krajnew, Valery Pyasetsky,

Bernd Goetzke, Anatol Ugorski, Michel Béroff, Sergio Perticaroli, Vitaly
Margulis, David Wilde, Kenneth Drake, Ruth Slenczynska 等⼤師讚賞與指
導。

黃瑞蘭⽬前定居維也納，享受⾳樂之都的氛圍外仍持續接受歐洲各國的邀演，擔
任維也納 Pro Resonance ⾳樂協會藝術總監⼀職，並任教於舒伯特⾳樂院，也

曾應 GPDF 世界領袖論壇及維也納⾳樂⼤學之邀，演出並研討關於領導、平權

與女性議題的講座⾳樂會，她與維也納樂團 Nova Orchestra 的演出也曾在奧地

利知名古典電台 Radioklassik Stephansdom 播出。致⼒於提拔年輕⾳樂學⼦
的同時，她相信⼈類可以透過⾳樂、藝術的薰陶與對哲學美感的探索改變靈魂與
⽣命軌跡，其渲染⼒更能喚醒造就更具洞察⼒和覺知的⽂明世界。在關懷社會、
各種⽂藝活動的參與策劃及藝術造詣路上⾃我精進的空擋，繪畫、寫作及冥想是
她許多靈感來源及創作出⼝。

開始修⾏是想要讓⾃⼰回到該有的起點，遠離⾛在這世界中的紛擾，回到當初喜歡上⾳

樂的初⼼，⽽禪裡的『空』讓我找回純粹與美，進⽽悟得『⾊即是空、空即是⾊』，
如同我所喜歡的易經中『陽』與『陰』，或世界運⾏的『實』與『虛』的關係，兩個看

似相反卻雷同的元素雙⽣般的緊密連結依靠存在著。⾳樂不也如此嗎？『聲響』與『寂

靜』是如此得彼此需要。若再擴⼤探討到⽣命的本質，我們不也是⼀直在⽣⽣滅滅的循
環裡？進⽽使我發想出這套『寂靜藝術』系列⾳樂會的概念，為每場主題注⼊新的⽣命
起始，⾄最後⼀顆⾳落下，透過曲⽬不斷變換的聲響間，創造出⼀個平⾏宇宙時空。
你是否還記得上次聽到自己心跳聲的時刻？
當世界靜下來時，你還聽到什麼？
覺知的那一秒，意識輕柔地引領你走向未知幻境，這股感受力是否能帶給生命一種轉變的
力量？
或許我們需要的就是不帶成見與世俗濾鏡的聆聽。

覺察遠處的喧鬧與耳邊周遭的細微變化，且不帶批判、不費力地集中注意力的向內心探索
傾聽，或許靈魂渴望終究可被尋回與接納，而生命的輪迴也不再是無意義的重複與束縛。
當意識思想與超我合而為一，我們的心就不再為之所困，而是乘其自由，駕馭遨遊萬物間。
這次的節⽬我第⼀次異於以往的嘗試不同的呈現⽅式，捨棄⼀般非必要也對於非⾳樂⼈艱

澀難懂的的樂曲「解說」，嘗試⽤⽂學⾓度輔助，透過⽂字的溫度更深入地滲透聽眾的內
⼼⾓落，每⼀篇⽂字都有承接與承載⾳樂的效果，⽽每⼀⾸曲⽬順序銜接也各⾃有起承轉
合效果，讓我們⼀起同享⼼靈共振的夜晚。
特別感謝：

瑞蘭這幾年走過⼀段特別不尋常的歲⽉，留下許多⾃⼰認為驚⼼動魄的⽣命軌跡，所以⼀

路「爬」回來時，對⾝邊曾經關懷⽀持過我的⼈特別感激，此⾳樂會獻給今晚的聽眾及⼼
中幾個很特別的⼈，希望⼤家能感受到我的誠意。在此也特別感謝所有教導過及疼愛瑞蘭

的老師們：王美齡教授，⾞炎江教授，陳惠芸老師，黃照容老師，張維君老師，以及無數
私下幫助過瑞蘭的師長朋友們。也致上家⼈對我無私付出所有的愛，及⼀路陪我走過這⼀
切不離不棄，接下許多天外⾶來的重擔的斐亞⽂化藝術陳⼦苡⼩姐。
節⽬單⽂字 / 黃瑞蘭

校稿 / 陳⼦苡

黃瑞 蘭 鋼 琴獨 奏會

『寂靜藝術 Art of Silence』誕⽣於我積極修⾏禪坐、探尋真理的⼀段時光。

Lili Boulanger:

Prelude in D-flat major
莉莉．布朗潔：降Ｄ⼤調前奏曲
如湧泉般

⾳於       寂靜中     湧出
涓涓漫慢

碧波蕩漾

泛散⾄永恆的邊疆

漣漪逐漸滲入⼼底

淡淡潺潺

浸濡濕透了⽔墨中的遐想 模糊了視線

    
   

旋律            如銀溪般地     嫵媚地吟唱呢喃       迴盪⾕中
      纏綿縈繞   跌宕多姿

               傾訴著不可告⼈的暗語  似是⽽非  如幻似真  如假幻真

                                 峰迴處                湍流汨汨如⾶珠濺⽟        激盪出



歸為塵⼟

Ludwig van Beethoven:

Piano Sonata No. 32 in c minor, Op. 111

路德維希．范．⾙多芬：第 32 號 C ⼩調鋼琴奏鳴曲，作品 111
滯悶的氣流在長久醞釀之後，⼀道閃電終於劃破了蒼穹的沉寂，伴隨著銀光密佈四竄於烏雲間，時⽽釋放出動魄
⼼驚的巨響；雷霆交織告⼀段落之後，細雨抽咽⽽落，漸漸譜成雷鳴驟雨互相搏擊的夜晚。他靜靜的坐在窗邊，

黝暗的⼩房間內滿是散落⼀地的譜稿與雜物，參雜著桌上酒杯傾倒⽽滴落的紅酒，灑進的雨⽔濕透了地板與⾝上

的衣物也無法使他轉移注意⼒，風雨規律的呼嘯更催眠似地帶他陷入沈思。已過半百之年，回顧⾄今搏⾾的歲⽉，
似乎未曾停歇過，但他還有好多未完成的卻不能不放下的遺憾啊！當初來到維也納是那麼的激情⾼昂，想要征服
全世界，如今多位摯友的離去，情感破滅，加上耳疾長年來不斷惡化，使他漸漸被推向離群索居的⽣活，除了滿

腔熱⾎與對⾳樂不變的熱愛，他還剩下什麼？五⼗⽽知天命，即使對⽣命的渴望仍舊如此濃烈，他也逐漸理解到

許多⼈事物的興衰非他所能選擇，疲憊的⾾志漸漸轉換成內斂的⾃省，外放的意志⼒逐漸蛻變成圓融的睿智，腦
海裡的⾳樂不曾停滯，融合成⼀道綿延不斷，如⽣命河流般的主線，娓娓道出千錘百鍊後的領悟，偶⽽交雜著憂
傷與昔⽇抖擻的氣概，逐漸趨緩流向永恆的汪洋宇宙，靈魂昇華後沉於寂靜，歸入塵⼟。

Alina Blonska:

Dla Almy - An Inside World

雅莉娜．布隆斯卡：給艾瑪——內⼼世界

這⾸名為《Dla Almy（給阿爾瑪）– 内⼼世界》的作品，
是在作曲家懷著她第⼀個女兒阿爾瑪時寫的，⽽最後也
獻給了她。⼀⾸精緻卻樸素的鋼琴⼩品，其深刻⽽沉

著，聲響呈現不斷衰減的作曲⼿法創造出充滿神秘的宇
宙感，讓我們似乎可以窺⾒胎兒在懷孕初期時⺟親⼦宮
裡迷⼈的內在世界。

* Alma 在拉丁⽂中帶有滋養的含義，在⻄班牙⽂及義⼤利⽂中則代
表靈魂。

Recitativo
風拂來  低語喃喃
pp

迷離中  時空以靜⽌的狀態徘徊於⼭⾕間

ad libitum

           煙波瀰漫升騰  為⼭靈罩上⼀層薄紗
                       虛緲間

                         我伸⼿⼀抓

sfzp

Lento misterioso

⽞妙的天機
ppp

露⽔滲漏出掌⼼

               如煙雨般瀰漫飄散於霧⾊中

                     ⽉⾊中 流瀉著好奇的觸鬚

accel …… rit……

我           為存在而存在
窸窸窣窣 .......         窸窸窣窣 .......

‧ Recitativo （宣敘調，義⼤利⽂）：速度⾃由，旋律與節奏是依照⾔語⾃然的強弱，形成簡單的朗誦或說話似的曲調。
‧ ad libitum 隨意地不受節拍制約的⾃由速度。

‧ Lento misterioso 神秘的慢板。
‧ sfzp 突強後立即轉弱
‧ rit. 漸慢地，延緩地
‧
反覆記號，此處為無限次迴圈反覆，象徵⺟親細耳傾聽⼦宮裡胎兒變化與對未來無限的憧憬與臆測。
•
延長記號

rit.

Nikolai Medtner:

Sonata Reminiscenza from Forgotten Melodies I, Op. 38 No. 1

尼古拉．梅特納：鋼琴奏鳴曲《回憶》（選⾃《被遺忘的旋律》第⼀部，作品 38 之 1）

“The true function of music is not to
entertain or distract, but to attract, collect,
hypnotically concentrate the feelings and
thoughts of the listeners.”
“⾳樂真正的⽬的不在娛樂⼤眾或分散他們的

注意⼒，⽽是吸引帶領聽眾如被催眠般全神貫注
在⾃已的情感與思想裡。”


——Nikolai Medtner 梅特納

梅特納的旋律中時常不經意地帶著多愁善感、富
有憂鬱特質的主題，照映出他艱苦⼈⽣與對祖國
思念的⽣命印記。他⼀⽣中總共出版⼗四⾸帶著
『奏鳴曲』標題的鋼琴獨奏作品，但這些曲⼦卻
不像其他作曲家般被編列在⼀起，⽽是分散在其
他套曲中，今天這⾸《回憶》則是作品 38 中的

第⼀⾸（作品 38、39 和 40 三部套曲統稱為《被
遺忘的旋律》）。在作品 38 的八⾸套曲中梅特

納使⽤各有千秋卻帶有緊密關聯性的旋律，每⾸
主題動機環環相扣，非常類似我在設計『寂靜藝

術』系列⾳樂會曲⽬時『⽣命循環』的思維，我
也特別喜愛作曲家在奏鳴曲《回憶》中開頭與結

尾主題⼀致的⼿法迴路（此主題不僅綿延不斷地
貫穿全曲，甚⾄再度出現在整部作品的尾聲），
像是某些不經意就會不由⾃主回憶起的往事，令
⼈咀嚼中回味無窮，進⽽創作出以下思緒如跳針
般、陷入迷惘般⾃解⾃嘲式的散⽂。

“Inspiration comes, where thought is
saturated in emotion, and emotion is
imbued with sense.”
“靈感所⾄，思想在情感中得到滿⾜，⽽情感在
感官中得到薰陶。”


——Nikolai Medtner 梅特納

刻意遺忘

卻枉然地於⼼中駐⾜

你說你永遠不會遺忘我的
但你現在⼜去了哪裡？

你說你希望我永遠不會離你⽽去

但站在岸上的我卻再也尋不回你的蹤跡

我不確定我需不需要你 但我已確定⽣命旅程中再也不可
能沒有你的存在
我不需要你
我需要你

因為我知道我可以堅強
因為我喜歡我不需逞強

遙遠的記憶啊 是⼀種模糊疏離卻必要的存在
沒有了你 我⼜是誰？ 我能定義我是誰嗎？
沒有了你 我還能分辨世界的虛虛實實嗎？
那時還有意義嗎？

我想要你 因為我怕失去⾃我

我不想要你 因為我怕夢魘靜靜吞噬我
我對世事的執拗是因為你

我對世事的迷失也是因為你

當我某⽇再度憶起你時 才意會到 你從不曾離我遠去
總是默默守候 指引我該去的道路
原來
原來

我

就該長成現在的模樣

⼀切都已命中註定

命中註定要遇到你
命中註定要傷神

命中註定要匍匐掙扎
遺忘

              然後        放下⼀切

究竟只是⼀種狀態

        ⼀種非物理性的存在

然⽽卻千真萬確的存活在⼈類的腦海中

         如 生命靈魂的重量

				

呼吸著

Franz Liszt:

Vallée d'Obermann from Années de Pèlerinage I - Suisse, S.160 No.6
李斯特：《歐⾙曼⼭⾕》（選⾃《巡禮之年》第⼀冊 瑞⼠， 作品 160 之六）

《巡禮之年》創作於李斯特與戀⼈瑪麗 ‧ 達古伯爵夫⼈（Marie d'Agoult）的長期的旅途中，在這部被認為是作

曲家最傑出且風格成熟的三⼤套曲作品中，此曲更充分展現了⼤⾃然、⽂學與⾳樂之間的完美結合。瑞⼠千變萬
化的⼭⽔、幸福恬靜的隱居⽣活與閱讀沈思，深深觸動李斯特的內在感知與創作慾望，⽽此曲就是他從瑟南庫爾
（É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的法⽂書信體⼩說《歐⾙曼》中藉由⽂字表徵印象中得到的靈感，進⽽產⽣這
⾸《歐⾙曼⼭⾕》意境刻畫鮮明、如交響詩般的作品。⽽我從⾳樂發想，透過冥思內化的過程再度轉換成⽂字，
引領⼤家覺察出另⼀種風貌的詮釋。

以下為作曲家於此曲樂譜前摘錄的三段⽂字，前兩節引述瑟南庫爾《歐⾙曼》中的第六⼗三封信和第四封信，⽽
第三段為拜倫所寫以故事體形式作的詩《⿑爾 ‧ 哈洛德的巡禮》（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我企望什麼？我是何許⼈？我⼜能向⾃然萬物索求什麼？ ... ⼀切的因，隱⽽未顯，⼀切的果，迷⼈耳⽬ ; 物換

星移，各有因緣。我以為，⾃⼰的存在只為了在難馴的欲望中耗盡⾃我，沉醉於奇幻世界裡的千般誘惑中，終究
此⽣，聽任迷離幻影征服。

——瑟南庫爾《歐⾙曼》，第六⼗三封信

⼀切難以⾔喻的感知和魔⼒，還有貧脊之年的苦難；昭⽰⾃然意識無邊，如此攝⼈，深不可測，兼有博愛，冷漠，
圓熟的智慧，感官快適；凡⼼所含之ㄧ切欲望與悲傷，我皆有感，在那值得紀念的⼀夜，盡皆體驗；我踏著不祥
步伐；邁入耄耄之年；嘆息呻吟，如斯虛耗⼗年。

——瑟南庫爾《歐⾙曼》，第四封信

但願當下就能，傾吐表露最最深處的⾃我 — 但願能夠⽤⽂字表⽩思想，如此⽅能訴諸於靈魂、情感、意識、激情、
⼼緒、忽強忽弱，過去我該尋求的、以及所尋求的⼀切，描述、領會、感知，並且浮現 — 共融為⼀界，⼀界瞬
如閃電，雖欲⾔之；然⽽就如這般，我⽣與死，無⼈聽聞，但懷不⽢寂靜的思緒，猶如劍未出鞘。


——拜倫《⿑爾 ‧ 哈洛德的巡禮》

當他抵達⼭腳下時，夕陽⻄斜地暈染了整座⼭⾕，失去溫度的⾎紅已爬上峰頂，為暗幕揭開了序幕。
拖著疲憊的軀殼，⾏囊裡承載著所有的⼀⾔難盡，漸漸消失於黝⿊的深林中。
褪去了塵世間的所有桎梏與⾝份，他不再是別⼈眼中的他，
是否就能獲得⼼靈⾃由？

或者因此失去根軸⽽迷失於蒼蒼萬物間？

若⾃⾝能不受束縛地讓靈體轉換成任何⼀種形物或套上另⼀種⽣命代碼，他該如何選擇？

⼜，使⾃我意識昇華⾄無我境界，猶如⼀張從未被渲染的畫布，他將如何從中認知⾃我？分清虛幻與現實的界
限？ 那現在的⾃我⼜是誰？

          然⽽      分清了⼜能如何？

                 或許徜徉在虛無的長河中已⾜矣，醉飲⽣命之更迭、獨醒⾃揄於飄渺間；當已飲盡⼀切滄桑，何須苛求？
生命

自始至終
是一場創造與幻滅變換間交織出來的夢

時空三十 三十而麗
嗨，您好：
我是Sconas共同創辦人Francesca。
妳是否跟我們一樣：堅信女人年過三十，
除了可以經濟獨立，也能由內而外依舊散
發美麗自信！而對生活對物品有著絕對品
質堅持，寧可不買，也絕不將就品質！
Sconas是台灣設計、研發、生產集一身的
MIT肌膚保養品牌，專為30歲後的台灣女
性，因應台灣氣候與台灣女人膚質量身打
造的保養品品牌。多年來，所有銷售的產
品都先經過創辦人與家人2年的試用，確定
有效且不傷害身體才會推出市場銷售。

這五年來，我們雖慢且快，慢的是我們為了要保持
2年的試用期，目前只開發了15項產品。快的是，
基於這樣的原則，我們：
1. 護髮油產品推出即獲FashionGuide特優推薦
2. 逆齡精粹產品獲得BAZAAR的推薦以外，經過
弘光科技大學的臨床實驗證明，連續使用4週眼周
細紋平均可淡化53%、6週平均可淡化78%。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也堅信每位女性都擁有綻放美麗自信的權力，
邀請妳加入Sconas 一起綻放屬於你獨一無二的的美麗自信！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Sconas肌膚保養
粉絲專頁

Sconas肌膚保養
官方網站

也祝福瑞蘭演出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