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梭利塔模式」（La solita forma）概述 

Basevi所提出的「梭利塔模式」在二十世紀中下葉以後，被認為是分析十九

世紀從羅西尼到威爾第歌劇形式的代表，有些學者亦以此書的分析方式為基準，

繼續探索威爾第的歌劇作品，並對La solita forma這個詞提出解釋：Balthazar將La 

solita forma稱作是威爾第傳承自羅西尼、貝里尼與董尼彩第這些前輩們的「慣用

形式」（customary forms），6Kimbell則表示，雖然威爾第在《弄臣》（Rigoletto, 

1851）、《遊唱詩人》（Il Trovatore, 1853）以及《茶花女》（La Traviata,1853）的

戲劇取材上，已經開始展現新的興趣以及才華，但是在音樂作曲手法上，卻仍然

沿用傳統「樣板化的形式」（pattern-like form）。7而Powers更稱Basevi所提出的，

十九世紀歌劇的這種抽象形式，可以看成是義大利歌劇中的「奏鳴曲式」。8

根據 Basevi 的描繪，十九世紀義大利歌劇的「詠嘆調」（aria/cavatina）通常

由三個段落所組成： 

第一個是慢速段落，稱作 cantabile, primo tempo 或者 adagio。 

第二個段落叫作 tempo di mezzo，戲劇進行到此時通常會有新的角色加入。 

第三個段落則是速度較快的 cabaletta。 

「大型二重唱」（grand duets）的結構，則是在慢速段落之前，再加上一個 tempo 
                                                 
6 Scott L. Balthazar, “The Forms of the Set Pieces,” in: Scott L. Balthaza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erdi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9. 
 
7 David R. B. Kimbell, Verdi in the Age of Italian Romantic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19. 
 
8 Powers 198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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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tacco，音樂分成兩個部份四個段落： 

tempo d’attacco－adagio－tempo di mezzo－cabaletta。 

通常第一段與第三段是宣敘調，第二段與第四段是詠嘆調，而且如同詠嘆調，第

一部份的慢速段落與第二部份快速的 cabaletta 形成速度上的對比。 

「終曲」（finale）與大型二重唱的結構類似，只是第二、四段落的名稱不同：adagio

變成 pezzo concertato（或稱 largo concertato），cabaletta 變成 stretta。無論是詠嘆

調、二重唱或終曲，在這些固定段落之前，亦常會有宣敘調的戲劇場景，稱為

scena。 

據 Powers（1987）的研究，tempo d’attacco 這個術語除了 Basevi 以外，並沒

有別人使用過，而且也沒有在威爾第的書信中出現過。義大利文 attacco 是動詞

attaccare（攻擊；連；結）的陽性名詞，它與英文的 attack（攻擊；起唱）以及

attach（附加）是同語源，所以 attacco 有「開始」（of the opening）以及「連接」

（conjunction）的意思。Powers 認為，Basevi 使用這個術語，一方面可以表示第

一個段落的開始，一方面也可以代表是 scena 與 adagio 中間的連接段落。而且他

還指出 primo tempo 也是經常被使用在描述第一個段落，但是使用這個詞比較容

易造成我們的混淆，因為它可能是指二重唱當中的 tempo d’attacco，也可能是詠

嘆調當中的 adagio 段落。 

Powers（1987）提出adagio（慢板）這個速度術語是威爾第與朋友書信往來

中經常使用的，而其他常出現的類似的速度術語還有largo（緩板）andante（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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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等。有時候我們也會使用cantabile（如歌似的）來表示這個慢速段落，但是

cantabile這個詞指的是一種聲音的「織度」（texture），它並非速度的術語，在語

義上，它甚至包括「宣敘調」（recitative）、「演說」（parlante）等，而且使用這個

詞，比較不容易使我們聯想到，它的後面接著有tempo di mezzo與cabaletta。因此，

在分析音樂時，cantabile與primo tempo一樣，比較不是一個適當的詞彙。9

Tempo di mezzo 顧名思義就是「中間的速度」，學者對 tempo di mezzo 的解釋

有兩種情況，一是指： 

一個界於 cantabile 與 cabaletta 以及 pezzo concertato 與 stretta 之間的 

快速經過段落，它的形式自由、長度不拘，完全視戲劇情況而變化； 

最初的功能是為了戲劇情境的轉變，在詠嘆調的 tempo di mezzo 當 

中，這個時候可能會有一個新的角色出現或離開。10

Powers指出，Budden（1992）在The Operas of Verdi中提到羅西尼《賽密拉米

得》（Semiramide, 1823）第二幕中Semiramide與Assur的二重唱”Se la vita”時，就

是將tempo di mezzo當作是cantabile與cabaletta中間的一個過渡段落（transition）。

但是與Budden不同看法的，是將tempo di mezzo看作是一個完整的段落，而非只

是一個「過門的速度」，例如：Gossett對《賽密拉米得》第二幕中Semiramide與

                                                 
9 Powers (1987)提出關於這兩種術語詳細的分別，亦可以參見Robert Moreen, ” Integration of Text 
Forms and Musical Forms in Verdi’s Early Operas“ (Ph.D. diss. ,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5), Chapter 
IV. 
 
10 Julian Budden: ’Tempo di mezzo’, Grove Music Online ed. L. Macy (Accessed 14 February 2007), 
http://www.grovem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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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ace二重唱所作的分析。11

Cabaletta這個詞源自西班牙文，約在 1820 年首度出現，根據Pietro Lichtenthal

字典(1826)的定義：在義大利歌劇中，cabaletta相對於cantabile是較快速的段落，

其旋律通常搭配由兩段詩節（stanzas）所組成的歌詞，中間夾有器樂過門，歌者

通常會在第二次反覆的時候，加入華麗的裝飾音與尾奏，其目的是為了贏得觀眾

的掌聲。雖然威爾第在”Non fù sogno” (I Lombardi, 1843)中曾寫下單獨的cabaletta

段落，但是在十九世紀眾多歌劇作品當中，這種情況還是很罕見，因為大多數的

cabaletta都是跟cantabile成對出現。12

從羅西尼、董尼彩第、貝里尼到威爾第，十九世紀前半的義大利歌劇作品，

可說已發展出一種固定的模式，寫歌劇幾乎等於以音樂填滿這個模式一般，威爾

第在成名之後回首當年，還戲稱這一段時期為他的「划快船時期」（Anni di 

galera）。13Giovanni Pacini（1796-1867）亦曾為當時這種情形下了一個評論： 

每個人都跟隨相同的學派，相同的式樣，結果是他們全都在 

模仿偉大的導師……。14

以下將以羅西尼的曲子為例，分別描述 Basevi 所謂十九世紀中葉以前，義

                                                 
11 Powers 1987, 76-77. 

 
12 Julian Budden: ‘Cabaletta’, Grove Music Online ed. L. Macy (Accessed 28 February 2007), 
http://www.grovemusic.com

 
13 羅基敏，〈在傳統中尋找新路 威爾第的《阿伊達》〉，《表演藝術》No.38（十二月號，1996）：
7。 
14“Everyone followed the same school, the same fashions, and as a result they were all imitators of 
the great luminary[……]”引自Julian Budden ”Verdi and the Contemporary Italian Operatic Scene”in: 
William Weaver & Martin Chusid (eds.), The Verdi Compan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9),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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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利歌劇當中詠嘆調、二重唱以及終曲之「梭利塔模式」的一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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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詠嘆調 

Basevi的La solita forma描繪出一首單曲（number）當中，特別是詠嘆調、二

重唱以及終曲的慣用雛形，有些學者用不同的角度去分析解釋，例如Budden

（1992）就將tempo di mezzo解釋成一個慢速段落與快速段落之間的「過門速

度」，因為他認為十九世紀詠嘆調與終曲的雛形皆源自於十八世紀歌劇，十九世

紀詠嘆調，被分成兩個有速度對比的歌唱性段落（Double-Aria），並非始於羅西

尼的設計，而終曲的原型也有其歷史淵源，只有「大型二重唱」的設計是從詠嘆

調的模式衍生而來，因此「大型二重唱」可以說是十九世紀的新發明15。 

十八世紀晚期，義大利「莊歌劇」（opera seria）中開始有大量不同於「返始

詠嘆調」（da capo aria）型態的Aria出現，其中最普遍的是一種雙速度的

rondo-aria。16在樂曲結構方面，rondo-aria第一部份是比較慢的速度，曲式多是三

段體（A-B-A）；B部份則通常由新的主題開始，或者是使用A部份的音樂素材再

發展，節奏型態喜用嘉禾舞曲（gavotte），而且速度相對於A部份是比較快的。

在當時，這類型的aria一般是分配給首席女高音以及男高音，而且多是策略性的

放在每一景的最後、或者出現在第二幕終曲。17

                                                 
15 Julian Budden, The Operas of Verdi, Vol.1, From Oberto to Rigolett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22. 
 
16 約 1760年，在J.C.Bach (1735-1782), Baldassare Galuppi (1706-1785), Niccolo Piccini (1738-1800)
以及Tommaso Traetta (1727-1779)這些人的歌劇作品中就已經可以發現rondo aria。Rondo aria在此

時也有其他類似的詞彙：scena, aria, cavatina, sortita, rondo…等。 
 
17 Don Neville: ’Rondo aria’, Grove Music Online ed. L. Macy (Accessed 28 February 2007), 
<http://www.grovem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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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do-aria 在 1780 左右開始普及，作曲家包括：Domenico Cimarosa

（1749-1801），Giovanni Paisiello（1740-1816），Giuseppe Sarti（1729-1802）等

人都寫作很多此類型的歌曲，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晚

期歌劇作品，例如：《女人皆如此》(Cosi fan tutte, 1790)第二幕第二十五曲”Per pieta, 

ben mio”以及《狄多的仁慈》(La clemenza di Tito, 1791)第二幕第十九曲”Deh, per 

questo istante solo”與第二幕第二十三曲”Non piu di fiori”等…都是 rondo-aria。 

如此由兩個速度對比的段落所組成的rondo-aria，在十九世紀羅西尼的歌劇

作品中仍然存在，例如：《賽密拉米得》第一幕第四曲”Ah, qual giorno”與《塞維

里雅的理髮師》（Il Barbiere di Siviglia, 1816）第一幕第七曲”Io sono docile”。羅

西尼的rondo-aria有時也有加入tempo di mezzo的情況出現，例如《奧泰羅》(Otello, 

1816)”Ah si, per voi gia sento”。之後，詠嘆調的結構大都是宣敘調的scena開始，

然後接著是adagio─tempo di mezzo─cabaletta的組成，稱作scena ed aria。18因此

十八世紀的rondo-aria可以說是十九世紀慣用之scena ed aria的前身。 

關於此時adagio與cabaletta的旋律結構（Lyric prototype），Balthazar指出，

Friedrich Lippmann曾經描述，貝里尼的做法可以被歸納出一個「公式」，而且

Lippmann認為羅西尼以及整個十九世紀歌劇adagio與cabaletta的旋律結構，亦大

半都依循這個「公式」：a-a’-b-a’以及a-a’-b-c。19a, b, c各代表一個樂句，每一個

                                                 
18 Andrew Clements: 'Aria', Grove Music Online ed. L. Macy (Accessed 25 February 2007),  
<http://www.grovemusic.com> 
 
19 Scott L. Balthazar,”Evolving Conventions in Italian Serious Opera: Scene Structure in the Works of 
Rossini, Bellini, Donizetti, and Verdi, 1810-1850”(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5), 
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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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句由四個小節組成，前面兩個樂句的歌詞是四行詩（quatrain），音樂通常停在

原調的I級和弦；b段通常再被劃分成（2+2）小節，調性常會有變動，一般是停

在原調的V級和弦，而且b段旋律與a段旋律通常具有對比性；四個樂句之後跟隨

一個coda，使用a段或b段的素材變化，但是音樂最終仍然回到主調。Balthazar進

一步以羅西尼《賽密拉米得》第一幕第四曲中，Arsace所唱的cabaletta ”Oh! Come 

da quell di”為例，作為說明：a段（4-8 小節）、a’段（8-12 小節）、b段（12-14；

14-16 小節）、a’’段（16-22 小節）、coda（22-28 小節）。【譜例 1】 

【譜例 1】羅西尼《賽密拉米得》第一幕第四曲，”Oh! Come da quell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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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羅西尼以外，其他的例子還有貝里尼”Ah! per sempre” (I puritani, 1835)、董

尼彩第”Io sentii tremar la mano” (Parisina, 1833)、以及威爾第的“Come rugiada al 

cespite” (Ernani, 1844)……等。 

羅西尼早期的tempo di mezzo通常只作為adagio與cabaletta中間的一個簡短的

「過門」（transition），常常只是角色們之間簡單的對話，其戲劇內容極少，有時

候音樂只是單純作為提供cabaletta的初步動機而已。晚期的作品當中，多數tempo 

di mezzo的戲劇性漸增，長度變長，Balthazar即以羅西尼的《賽密拉米得》第二

幕第十三曲中，Arsace所唱的“In si Barbara sciagura”為例，認為羅西尼的tempo di 

mezzo通常可以被分成兩大部份：Parlante與declamatory，不僅如此，Balthazar亦

提出羅西尼在這段音樂中，已清楚的呈現出四種戲劇性的變化。20

羅西尼的cabaletta在調性安排上，一般都會由tempo di mezzo的屬調回到與慢

板段落一樣的主調，但是其cabaletta更鮮明的特色是：樂團的伴奏多使用規則的

斷奏，聲樂的旋律上切分音、琶音與鄰音的運用。而關於cabaletta的曲式，Balthazar

則以Theme－Transition－Theme’－Coda表示之。21

 

                                                 
20 Balthazar 1985, 19-36. 
 
21 Balthazar 2004, 50. 



第二節 

二重唱 

Pierluigi Petrobelli在分析威爾第《阿伊達》（Aida, 1871）第三幕的「音樂戲

劇結構」（melodramatic structures）時，開宗明義就提到歌劇的內容不僅只有音

樂，它還牽涉到戲劇（drama action）與歌詞（Verbal organization）兩大部份。22

以二重唱的「梭利塔模式」為例，音樂的部份，通常第二段與第四段是詠嘆調，

稱作「抒情」（lyrical）段落；第一段與第三段是宣敘調，稱為「非抒情」（non-lyrical）

段落。根據Moreen的看法，Basevi依樂團與聲樂旋律線條的織度，將詠嘆調與宣

敘調再細分成五種：simple recitative, obbligato recitative, parlante armonico, 

parlante melodico, aria。23simple recitative與obbligato recitative，它們的分別在於

前者是使用數字低音伴奏，後者是由管弦樂團伴奏；parlante armonico指的是由

管弦樂擔任旋律演奏的重任，聲樂則常常只是幾個音被重覆演唱，而且這些音都

只是管弦樂旋律中的和聲音；parlante melodico比起recitative與parlante armonico

有較多的歌唱性，因為雖然它仍然由管弦樂擔任旋律表現的重任，但是它的聲樂

部份時常會重覆樂團部份的旋律。屬於詠嘆調的aria，是以聲樂旋律為主，樂團

則擔任伴奏的角色。另外，如同詠嘆調，二重唱largo與cabaletta當中的旋律結構，

也是多由四個樂句所組成：a-a’-b-a’’以及a-a’-b-c，而且這四個樂句的歌詞經常會

                                                 
22 Pierluigi Petrobelli, Music in the Theatre (apropos of Aida, Act III), in: Themes in Drama, 3: Drama, 
Dance and Music (Cambridge 1980), p. 129, 139.見Powers 1987, 68. 
 
23 但是根據Balthazar 1985, 74.Basevi是將parlanti分成三種: parlante melodico, parlante armonico,
以及parlante misto. 而parlante misto(mixed parlante)指的是前面兩種的混合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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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兩個詩節（stanzas）。24

關於「梭利塔模式」的戲劇部份，以分成四個部份的二重唱與終曲為例，通

常第一、三段落有戲劇進行（active/Interaction），第二、四段落戲劇進行暫時停

滯，角色在舞台上沉思或抒發情感（reflective/reaction）。Gossett認為，羅西尼

成熟時期的finale有四個主要組成部份：兩個部份有劇情發展，另外兩個部份是

一種情感的抒發。他稱active/Interaction與reflective/reaction這兩種戲劇狀態分別

為：「動態的」（kinetic）與「靜態的」（static）。25一般來說，「動態的」戲劇進

行會搭配recitative或parlante，「靜態的」情感抒情會搭配aria。 

在歌詞方面，義大利歌劇的劇本傳統上皆以詩句寫作，而關於詩的結構安排

仍然要配合戲劇與音樂。十九世紀義大利歌劇劇本的歌詞可分成：「以音節數計

量的押韻詩段」(rhyming stanzas of fixed line length and syllable count)，稱為「抒

情詩句」（versi lirici），以及不需要句尾押韻的「自由詩句」（versi sciolti）。26一

般來說，aria（cantabile, cabaletta）比較適合搭配「抒情詩句」，此時因為戲劇進

行暫時停滯，所以它的戲劇狀態是「靜態的」（static）；recitative與parlante（scena, 

tempo d’attacco, tempo di mezzo）比較適合「自由詩句」，此時戲劇持續的進行，

所以它的戲劇狀態是「動態的」（kinetic）。 

                                                 
24 Joseph Salvatore La Rosa, “Formal Convention in Verdi’s Falstaff, ”(Ph. D. diss. ,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2006), 4-9. 
 
25 Philip Gossett, ”The Candeur Virginale of Tancredi,” Musical Times 112 (1971): 326-329. 
 
26 Tim Carter ’Versification’ Grove Music Online ed. L. Macy (Accessed 26 February 2007), 
<http://www.grovemusic.com>。十九世紀義大利歌劇常用的”Verse”大概包括七種：quadrisillabo, 
quinario, senario, settenario, ottonario, decasillabo, endecasillabo。而Settenario與endecasillabo是Versi 
sciolti當中經常被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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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二重唱的「梭利塔模式」當中，劇本結構（戲劇、歌詞）和音

樂結構互相配合，其音樂戲劇結構與各段落之間的關係，可以簡化如下： 

表 1 二重唱「梭利塔模式」的音樂戲劇結構與各段落之間的關係： 

段落 音樂 歌詞 戲劇 
Scena Recitative Versi sciolti Kinetic

（active/Interaction）
1.Tempo d’attacco Lyrical 或 Parlante

為主 
Versi lirici Kinetic 

（active/Interaction）
2.Adagio 1.Lyrical 

（a-a’-b-a’’/c） 
2.慢板 

Versi lirici Static 
（reflective/reaction）

3.Tempo di mezzo Recitative 或

Parlante 為主 
Versi sciolti Kinetic 

（active/Interaction）
4.Cabaletta 1.Lyrical

（a-a’-b-a’’/c） 
2.快板 

Versi lirici Static
（reflective/reaction）

另外，關於典型羅西尼二重唱的「梭利塔模式」，Gossett（1974）、Powers

（1987）與Budden（2002）都曾以《賽密拉米得》第二幕第十一曲中，Semiramide

和Assur的二重唱”Se la vita”來當作代表的例子，La Rosa（2006）也以此曲作為

二重唱La solita forma之典範，27La Rosa的分析略述如下： 

此曲一開始 scena 部份，Semiramide 與 Assur 兩人的對話歌詞是使用 versi 

sciolti，聲樂部份是由樂團伴奏的 obbligato recitative，音樂沒有規則的旋律結構，

樂團伴奏大部份也只是利用簡單的和聲支撐。tempo d’attacco 段落，每句歌詞呈

現較規律的音節數、句尾押韻，是所謂的 versi lirici，Semiramide 與 Assur 的歌

詞一開始皆分別以四行詩（quatrains）呈現： 

                                                 
27 La Rosa 2006,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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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rimide : 
Se la vita ancora t’e cara 
Va’, t’invola a’sguardi miei: 
Io l’aspetto non saprei 
Piu soffrir d’un traditor 
 
Assur : 
Pensa almen, Regina, in pria, 
Chi mi spinse al tradimento: 
Che d’Assur potria un accento 
Involarti e soglio e onor. 

這兩段詩節（stanzas）在音樂部份，則是搭配兩個類似的旋律，首先是

Semiramide 的獨唱部份，音樂從降 B 大調 I 級和弦開始（3 小節），第二句詩句

音樂停在降 B 大調 V 級和弦（15 小節），歌詞進行到第三、四個詩句時，音樂

回到原調 I 級和弦（17 小節），23 小節以後是由第三、四個詩句反覆演唱的 coda

【譜例 2】。 

【譜例 2】《賽密拉米得》第二幕第十一曲 Tempo d’attacco ”Se la vita” 

 

I 級 

 

V 級 

 

 

19 

1 

14 

22 

6 

10 

16 



 

 

I 級 

 

 

 

至於Assur的獨唱部份，其旋律、和聲與調性幾乎是與Semiramide的獨唱部

份一樣【譜例 3】。在這兩段詩節之後，緊接著是Semiramide與Assur兩人的對話

（dialogue）。28

【譜例 3】《賽密拉米得》第二幕第十一曲 Tempo d’attacco ”Pensa al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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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關於羅西尼二重唱的特徵，Gossett即曾經將羅西尼二重唱中tempo d’attacco的結構，再細分成

「兩段詩節之後加上對話部份」（two stanzas + dialogue）。見Philip Gossett ”Verdi, Ghislanzoni, and 
Aida: The Uses of Convention, “Critical Inquiry 1, (1974-75):303,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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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gio 段落開始，音樂轉入 3/4 拍的 G 大調。首先是 Assur 的歌詞，由兩個

詩節組成，第一、二詩句音樂停在 G 大調 I 級和弦，第三詩句開始轉到 e 小調，

到了第二個詩節音樂又再度回到 G 大調，以鞏固調性。以下是 Assur 的歌詞與調

性關係： 

 
Assur: 
Quella ricordati 
Notte di morte: 大調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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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mbra terribile  
Del tuo consorte,            
Che minaccioso,                e 小調 
Infra le tenebre 
Il tuo riposo 
Funesta ognor. 
 
I tuoi spaventi, 
I tuoi tormenti, 
Le angoscie, i palpiti 
Leggier supplizio              G 大調 
Sono al colpevole 
Tuo ingrato cor.
 

23 小節 Semiramide 的音樂轉到 g 小調，歌詞一樣是兩段詩節所組成，39 小節兩

人多以三度音重唱不同的歌詞，音樂最後仍然回到主調 G 大調。 

C 大調的 Tempo di mezzo（allegro, 4/4）開始，音樂是 parlante 的形態，在

21 小節還有一個幕後的樂團（banda）；57 小節以後音樂直接進入 cabaletta 段落，

一樣是兩人分別使用相似的旋律演唱自己的歌詞，之後再以三度音程重唱至結

束，此時，音樂的旋律組成也是 Friedrich Lippmann 所謂的 a-a’-b-a’’/c。例如 57

到 73 小節 Semiramide 的部份【譜例 4】 

【譜例 4】《賽密拉米得》第二幕第十一曲 cabaletta 

a 

 

 

 a’

61 

65 

69 
b  



a’’  

 

羅西尼的慢板段落基本上具有鞏固調性的作用，tempo di mezzo 一般會轉到慢

板段落的屬調，而當進入 cabaletta 段落之後，音樂又會再度回到原始調，在調性

安排上形成一個 I－V－I 的結構。 

La Rose （2006）最後為此曲下了一個結論，而這個結論正好與二重唱「梭

利塔模式」的音樂戲劇結構相吻合：在戲劇進行上，各段落之間分別是「動態的」

（kinetic）與「靜態的」（static）對比、在詩節（歌詞部份）安排上，是有規律

可循的詩句與無規則的詩句（paralled and broken）的對比，而在音樂的安排上則

是抒情的與非抒情的（lyrical and non-lyrical）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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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終曲 

歌劇終曲在十七世紀時尚無統一的模式，針對十八世紀義大利歌劇終曲的演

變，羅基敏指出： 

梅塔斯塔西歐（Pietro Mentastasio, 1698-1782）對歌劇最大的貢獻則在 

於確立了十八世紀裡「莊劇」（opera seria）的戲劇結構模式，……全 

劇通常有三幕，……第一、二幕一般係以獨唱或重唱結束，第三幕結 

束時，亦即是是全劇的「終曲」（finale），則由所有在場的獨唱角色合 

唱一曲，這通常是全劇唯一的合唱（coro），事實上稱其為重唱或許還 

較為恰當。……如同梅塔斯塔西歐之於莊劇的發展，諧劇的終於成型 

並有其特殊獨立的發展必須歸功於一位劇作家郭東尼（Carlo Goldoni, 

1707-1793），……郭東尼劇本的一大特色在於每一幕近結束時，隨著 

劇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讓各個角色先後接續著上場，劇情結束在 

熱鬧的場面，音樂則相對應地由人數較少獨唱一步步推進到人數眾多 

盛大重唱，形成「鍊式終曲」（chain-finale）的特殊音樂戲劇質素。29

除了音樂戲劇質素以外，郭東尼與音樂家Baldassare Galuppi（1706-1785）

合作的歌劇”L’Arcadia in Brenta”（1749）第二幕終曲當中，為了音樂與戲劇的配

合，作曲家Baldassare Galuppi曾在終曲當中寫下多種拍號、調性以及速度的變

換，另外一部合作的歌劇”Il Conte Caramella”（1749）第二幕終曲，也有超過六

種的速度變換。而隨著兩人合作譜寫歌劇的成功，他們所寫的終曲的模式變成一

種「典範」。郭東尼的終曲一般也會有戲劇進行暫時停滯，戲劇狀態是「靜態的」

                                                 
29 羅基敏，〈由《中國女子》到《女人的公敵》－十八世紀義大利歌劇裡的中國〉，見羅基敏，《文

話/文化音樂》(台北：高談出版，1999)，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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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唱段落，Platoff提到諧劇的「鍊式終曲」，通常會在劇情進行中，安排一個「突

發事件」，令在場的人物都感到震驚（shock tutti ），30而後當眾人一起重唱的時

候，音樂亦多是慢速度以及使用和聲式的聲部組成，歌詞通常是不一樣，常常是

每個人在同一時間表現出自己的情感或意見（self-contained expressive 

passages），然後在最後再加上一段快速的stretta段落。這種作法典型的代表作品

是莫札特《費加洛婚禮》（Le nozze di Figaro, 1786）第二幕終曲”Esci omai, garzon 

malnato”。31

十九世紀歌劇終曲（central finales）仍然保有十八世紀這些特色，而且羅西

尼與後來的歌劇作曲家，也都傾向將「終曲」設計成四個段落，例如：羅西尼的

《鄧格里第》（Tancredi, 1813）與《塞維里雅的理髮師》、貝里尼的《夢遊女》（La 

Sonnambula, 1831）、董尼彩第的《在拉梅摩的露齊雅》（Lucia di Lammermoor, 

1835）以及威爾第的《納布果》等。32

Gossett（1971）提出十九世紀終曲的外部結構與二重唱大致雷同，只是兩個

reflective段落改稱為largo或largo concertato以及stretta，而且另外兩個kinetic段落

（tempo d’attacco與tempo di mezzo）比起二重唱「長度更長且內容更複雜」（longer 

and more flexible）。根據他的分析，十九世紀終曲的結構如下：scena（多加入重

                                                 
30 也可稱為shock ensemble或sotto voce ensemble。見Marita P. Mcclymonds, Elisabeth Cook, Julian 
Budden: ‘Finale’, Grove Music Online ed L. Macy (Accessed 28 February 2007), 
<http://www.grovemusic.com> 

 
31 John Platoff, “Musical and Dramatic Structure in the Opera Buffa Finale, “ Journal of Musicology 7 
(1989): 215. 見La Rosa 2006, 45-48. 

 
32 Philip Gossett: 'Rossini, Gioachino', Grove Music Online ed. L. Macy (Accessed 8 March 2007), 
<http://www.grovem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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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或合唱）－tempo d’attacco－largo/largo concertanto－tempo di mezzo－stretta。33

比較二重唱與終曲，La Rosa（2006）認為羅西尼終曲的 tempo d’attacco 結

構，比二重唱的 tempo d’attacco 複雜，並將終曲的 tempo d’attacco 歸納出三個特

點： 

一、角色群多，所以戲劇情緒變化多，音樂的呈現常會如同郭東尼的方式一樣，

有多種不同段落組成。例如羅西尼的《灰姑娘》（La Cenerentola, 1817）：首先是

30 小節的器樂導奏（Finale primo）、合唱（”Conciosiacosache/ Treta botti gia 

gusto”）、Don Magnifico 的獨唱與合唱（”Intendente! Direttor!”）、Dandini 與 Don 

Ramiro 二重唱（”Zitto zitto, piano piano”）、Dandini, Ramiro, Colrinda, Tisbe 的四

重唱（”Principino dove state”）與 Dandini, Ramiro, Colrinda, Tisbe, Alidoro 的五重

唱（”Sapientissimo Alidoro”）。 

二、終曲 tempo d’attacco 的樂團部份，經常擔任重要樂思發展的任務。 

三、終曲的tempo d’attacco，通常會在進入largo段落之前利用和聲、速度或音樂

織體等各種手法，逐漸累積一種張力。34

Balthazar也認為羅西尼終曲的tempo d’attacco結構比二重唱的tempod’attacco

複雜，而且他提到在tempo d’attacco之前，通常還會有一個「開放段落」（opening 

movement），這個段落除了開始彰顯其戲劇功能之外，在調性安排上也有邏輯可

循，亦即終曲最後的stretta段落，通常會回到「開放段落」的原調。例如：羅西

                                                 
33 Gossett 1971, 327. 

 
34 La Rosa 2006,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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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的《奧泰羅》（Otello, 1816）第二幕終曲與《賽米拉》（Zelmira, 1822）第一幕

終曲。35Powers（1987）亦解釋終曲的「開放段落」，一般比詠嘆調與二重唱的scena

來的更「精緻」，它可能是一首節慶的合唱曲、一段芭蕾舞場景、或者是一部份

的詠嘆調、二重唱。例如：威爾第的《聖女貞德》（Giovanna d’Arco, 1845），第

二幕終曲的「開放段落」就包含了第十一曲的進行曲（Marcia），以及第十二曲

Giacomo的詠嘆調（Scena ed aria）。36

如第二節所述，二重唱與終曲通常第一、三段落有戲劇進行

（active/Interaction），第二、四段落戲劇進行暫時停滯，角色在舞台上沉思或抒

發情感（reflective/reaction）。Balthazar（1985）說明事實上羅西尼晚期的一些二

重唱作品當中，第二、四段落已經開始涉入新的戲劇發展，而非只是角色在一旁

沉思抒發情感，而羅西尼終曲的largo以及stretta在戲劇上，雖然多是維持「靜態

的」戲劇表現方式，但終曲的角色增多，聲部的組成多樣，largo段落有時是由一

人領唱，再進入一個全體重唱，有時是發展成幾個角色群對一個或兩個合唱團的

重唱，因此可以表現的戲劇內容也就更加豐富。37

關於典型的羅西尼終曲，Balthazar（1985）與 La Rose（2006）都曾以《塞

維里雅的理髮師》第一幕終曲為例，以下是 La Rose 的分析簡敘： 

Scena 段落是 C 大調 recitative secco，音樂由 Rosina ”Brontola quanto vuoi”開始，

                                                 
35 Balthazar 1985, 174. 

 
36 Powers 1987, 73. 
 
37 Balthazar 1985,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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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僕 Berta 聽到猛烈的敲門聲後趕緊去開門，進來的是 Conte。C 大調進行曲風

的 Tempo d’attacco 開始，Conte 穿著軍服醉醺醺的出現，唱出”Ehi di casa…buona 

gente”，此段落的歌詞與 scena 一樣都是 versi sciolti，但音樂多以 parlante 呈現，

隨著 Berta、Basilio、Figaro 以及士兵們的一個個登場，情況愈來愈混亂，在 Conte

出示自己真實身份時，全體因為這個意外的變化而僵住（shock tutti），音樂進入

largo concertato 段落，Rossina 與其他人一起目瞪口呆的唱出”Freddo ed 

immobile”，音樂轉入降 A 大調行板，歌詞是 versi lirici 的三段四行詩： 

Bartolo, Rosina, Basilio e Berta: 
Fredd o/a ed immobile 
Come una statua 
Fiato non restami 
Da respirar. 
  
Conte: 
Freddo ed immobile 
Come una statua! 
Fiato non restagli! 
Da respirar. 
  
Figaro : 
Guarda Don Bartolo! 
Sembra una statua! 
Ah ah! dal ridere 
Sto per crepar! 
 

音樂在宣敘調的 tempo di mezzo ”Ma signor…Zitto tu!”段落，轉回到 C 大調，然

後接快板的 stretta 段落”Mi par d’esser con testa”，音樂則由全體重唱與士兵們的

合唱直到結束，歌詞也是 versi lir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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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ti: 
Mi par d'esser con la testa 
In un'orrida fucina, 
Dove cresce e mai non resta 
Delle incudini sonore 
L'importuno strepitar. 
 
Alternando questo e quello 
Pesantissimo martello 
Fa con barbara armonia 
Mura e volte rimbombar. 
 
E il cervello, poverello, 
Gia' stordito, sbalordito, 
Non ragiona, si confonde, 
Si riduce ad impazzar. 

《塞維里雅的理髮師》第一幕終曲，在 tempo d’attacco 段落角色是一個接著一個

出現，音樂由多種不同調性（C－G－降 E－C）及段落組成，來展現多變的戲劇

發展，而且最後在進入慢板段落之前，無論是音樂或是戲劇，tempo d’attacco 都

已經逐漸累積一種張力。慢板段落與 stretta 的歌詞都是 versi lirici，慢板段落有

眾人一起重唱不同歌詞，表達各自的心聲，stretta 段落最後亦回到 tempo d’attacco

的原始調 C 大調。由以上可以看出，此曲不僅仍保有十八世紀諧劇所留下來的

的一些特色，也完整體現了羅西尼四個段落的音樂戲劇結構。 

Balthazar(2004)認為羅西尼傳統的音樂戲劇結構，在 tempo d’attacco、 

Tempo di mezzo與adagio/largo concertato、cabaletta/stretta段落之間形成了一種「兩

極化的關係」（polarized relationship），亦即音樂是recitative與lyrical的對比、歌詞

是versi scioliti與versi lirici的對比、戲劇上則是kinetic與static的對比。而威爾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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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音樂時，雖然音樂形式表面上看起來不離這種傳統框架，但事實上，其音樂

內部已經開始有所變化、改良。38以下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即將以《弄臣》、

《遊唱詩人》以及《茶花女》的詠嘆調、二重唱、終曲為例，分別探討「梭利塔

模式」在這三部作品當中的變化。 

 

 

 

 

 

                                                 
38 Balthazar 2004, 49. 

 28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