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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九世紀末、1871 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後，音樂界興起一股振興法國文化的
風潮。由於法國音樂在十九世紀中以來，國內中產階級增多，喜愛好聽易懂的音
樂與表演藝術，因此音樂發展並沒有太突出的表現，除了討好聆賞者的音樂以外，
主要是日耳曼地區輸入音樂。音樂界藉著普法戰爭的戰敗，試圖在音樂上突破重
圍。
德布西（Claude Debussy, 1865-1918）跳脫傳統的創作手法，有別於當時法國
由學院派「溫和的浪漫」風格、
「法蘭克幫」
（bande de Franck）的國際風格，以及
德國的後浪漫派音樂，震撼了當時的音樂界，尋找出音樂中新的聲音模式。然而，
這樣的創新，被拿來與當時的「印象主義」
（impressionism）畫派類比，貼上在當
時帶有貶義的標籤。即使過了這麼多年，德布西的音樂經常被演奏、分析與討論，
但大多注重在技巧方面。而對於德布西的音樂，與「印象派」這樣的標籤，究竟
兩者之間有著些什麼樣的關係，則時常以幾句似是而非的言語帶過，進而影響聆
聽、演奏時的認知，產生許多誤解。
本篇論文先探討作曲家所處的時空環境，透過相關文獻的參考，試圖將應該
具有的背景認知，以重點的方式呈現。樂曲上比較德布西早期的作品《貝加摩》
組曲（Suite Bergamasque, 1890-1905）
、與成熟時期的《為鋼琴的》組曲（Pour le piano,
1901）
。兩首作品在標題或背景上，與巴洛克時期有著明顯的關聯，筆者也嘗試透
過分析比較的方式，將這一部分凸顯出來。透過前面的背景論述與分析作為根基，
反應在詮釋樂曲上，呈現出各曲應該注意的演奏面向。

關鍵字：德布西、印象主義、象徵主義、《貝加摩》、《為鋼琴的》、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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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war of Prussia and France, 1871, the French musicians started a culture
reviving of France, against the powerful culture of Germany. There are two groups doing this in different way: the academism musicians, such as Camille Saint-Saëns, Jule
Massenet etc., who kept musical works in delicate small scale, and the “bande de
Franck”, such as César Franck, Vincent d’Indy, Ernest Chausson etc., who learned the
Germanic characteristics, to break the conservative situation of French music. But Debussy, neither the academism nor “bande de Franck”, searching his own way, created a
new direction for music.
With his new innovation, Debussy’s music was compared with the impressionism
painting, the so called “Impressionism”. After one hundred some years, people still often do this comparison, using this label to interpret Debussy’s music, which Debussy
himself rejected this statement. And this wrong conception made performers doing
“vague” in music, and creates unnecessary images in though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reason why Debussy is not a Impressionism in his music
nor thought, and as a performer, how to get closer to Debussy’s ideology, and affect to
the performers interpreting. This essay analyzes two piano suites of Debussy, Suite
Bergamasque and Pour le piano, both looking back to the Baroque era, music of
François Couperin (1668-1733) and Jean-Philippe Rameau (1683-1764). Through the
pieces, we will find how Debussy got rid of Germanic influence, and revived French
culture and spirits, and how Debussy used the Baroque idea in a new era of composition.

Key words: Debussy, impressionism, symbolism, Bergamasque, Pour le piano, 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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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時代背景、作曲家與樂曲概述
法國的十九世紀末，是一個政治從穩定逐漸邁向紛亂，遠離十九世紀中相較
安居樂業的時期。國際戰事上雖然比較衰弱，導致國內興起了振興文化的風潮，
卻也帶來各方藝術的磨合與切磋。德布西在世紀末的表現，一般大眾都將其音樂
與印象派的繪畫類比，但其實德布西受到相當多方面的影響，像是文學、音樂、
視覺藝術等，整體性的接收之後，內化成自己的經驗感受，將它表現在音樂創作
上面。本章探討的重點在於德布西所處的社會環境、其生平事略、一生中與他糾
纏不清的印象與象徵主義，以及創作的樂曲背景。在十九世紀末的法國社會中，
有著許多左右德布西這位藝術家成型的要素，想要了解德布西，就必須知道他生
活的時代背景，與他密切的關聯性。

第一節 十九世紀法國的社會背景
1852 年，法蘭西第二帝國成立，由路易・拿破崙・波拿巴（Charles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也就是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掌權統治。
在這段時間，雖然他一手掌握行政及立法體系，壓制自由、民主的聲音，但此時
的法國地區普遍經濟繁榮，產業開始邁向現代化。例如，將貸款條件降低、建造
基礎建設、降低關稅等政策，都讓市場貿易活絡；現代化的機械生產設備、交通
運輸的改善，使生產效益增加，也讓社會間勞工的工作機會增加；資本家也在這
段期間迅速累積財富，也因此讓中產階級在此時大為增加。在這樣的氛圍下，中
產階級的需求，成為了社會的主要潮流。無論在繪畫或藝術上，中產階級都左右
著創作者創作的取向。1

1

Wikipedia contributors, “Napoleon III.”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ast revised March 16,
2015, accessed March 20, 20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poleon_III.
3

但是拿破崙的統治並沒有相當平順，隨著資本與勞工的對立、外交上的挫敗，
或是 1860 年代政府從原先的保護國內工業，轉變為自由貿易經濟，讓勞方與資方
都受到打擊，因此在社會中，漸漸地聚積一股不滿的力量。另外，法國東邊的普
魯士王國（Prussia），接連在 1864 與 1866 年打敗丹麥與奧地利，邁向統一日耳
曼地區只差一步之遙。1870 年，普魯士王國首相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 1815-1898）擅改一封電報，2並刊諸報紙，使法國受到刺激，因而向普
魯士王國宣戰。到 1870 年九月，拿破崙兵敗遭俘虜，消息傳回巴黎後，第二帝國
覆滅。法國的新代表成立國防政府，於 1871 年一月簽訂停戰協議：巴黎解除武裝、
賠款兩億法郎。二月，與俾斯麥簽訂和平約定：割讓阿爾薩斯地區
（Région Alsace）
，
與洛林地區（Lorraine）的一部份，並且賠款五十億法郎。
在這次戰爭吞敗之後，法國建立第三共和國。雖然議會制定新憲法，不過內
閣如跑馬燈一般，快速地更換，因此無法對人民改善社會環境與付出相對應的責
任。3雖然政府來來去去，但第三共和國與過去相較之下，在穩定社會氣氛、工商
業的發展和民眾服務設施的建設上，成為日後政府的標榜。而同時，十九世紀末
的法國，是講求科學、實驗與理性精神的，在工商業發展的同時，科技持續在進
步，創造出許多物質上的進化，大眾在這樣的環境下，漸漸地追求著物慾的生活
與享樂。而這樣過於追求物質生活的環境，相對地也造成許多人對物質反感、反
對社會與科學過度開發、進步，因此走向了對立面，轉而尋求精神上的慰藉，或
逃避現實來對應。「頹廢風」（décadent）因此出現，過著頹廢生活的人們，追求
高雅品位的產品，反對工業制式化的設計與大量生產；喜好神秘、遠古的時代，
對過去充滿著美好的幻想。而當時的文藝人士，由於經濟狀況拮据，住家環境不
2

Wikipedia contributors, “Second French Empire.”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ast revised
March 11, 2015, accessed March 20, 20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French_Empire.
3
嚴泉，〈從“法蘭西共和國”到“法蘭西國家”〉，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dbb/2013/0513/83273.html（摘錄於 May 13, 2013）。
4

好，因此有空就會到咖啡廳，與不同領域的人聊天說地。4而當一群藝術家聚在一
起，聊著不同領域的藝術如何融合與互動，也種下了世紀末德布西在音樂上，開
創新局面種子。
除了大環境的背景以外，其他與音樂息息相關的文學、繪畫與音樂本身的發
展，對於德布西，如何一步步地走向他獨樹一格的創作，也大有相關。因此，筆
者在下文，分別以三個領域，介紹十九世紀文學、繪畫與音樂的演變與發展。

（一）文學

法國在 1830 年經歷七月革命之後的文學家，主要分成兩個類別，分別是：
1.

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éne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等人興起一股浪漫文學
（romanticism）
風潮。故事的內容常抒發人們在理想與現實世界拉鋸，
因而產生的矛盾、出乎意料的行動，最終導致悲劇發生。

2.

另一方面由浪漫派文學引起的風格，則是致力於描繪現實生活的寫實
主義（realism）派別，重要的作家有貝爾（Marie-Henri Beyle, 1783-1842,
筆名「司湯達」）、巴爾札克（Honoré e Balzac, 1799-1850）、勒貢
特·德·列爾（Leconte de Lisle, 1818-1894）、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高提耶（Pierre Jules 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左
拉（Émile Zola, 1840-1902）
、龔顧爾兄弟（Edmond & Jules de Goncourt,
1822-1896 & 1830-1870）等，他們排除一切的幻想，觀察最真實的生

4

陳漢金，
《您說是「印象派音樂」？—德布西的室內樂與管弦樂》
（臺北市：中正文化，民 97），
32-35。
5

活，也因此文學作品多半在描繪社會的陰暗面。5寫實主義日後的發展，
福樓拜認為藝術的追求應該是美學上「完美」的表現，能夠達到「美」
的實現，成為創作上唯一追求的目標。這與高提耶在作品《模斑小姐》
（Mademoiselle de Maupin,1835）序言中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一套
理論相同，6詩歌創作開始轉向單純追求形式完美的趨向，因而出現「巴
納斯派」（les Parnassiens），7主張客觀和冷峻的態度研究主題，反對
浪漫派毫無節制的感情抒發，語言追求形式上的美感，不透露個人的
情懷。8

而在文學界中另外相當著名的，則是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他早期以寫實主義創作，深刻描繪現實世界的各種生活；然而在十九世紀中葉，
波特萊爾翻譯一系列美國神秘文學家愛倫．坡（Edgar Allen Poe, 1809-1849）的作
品成為法文。9受到愛倫．坡的影響後，波特萊爾創作了詩歌《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 1857）、《憂鬱的巴黎》（Le Spleen de Paris, 1869），影響十九世紀末象
徵派文學相當多，也使得波特萊爾被後來法國象徵派文學視為鼻祖。他批評、並
且輕視寫實主義，努力地營造想像的世界，擺脫現實世界、物質上的束縛。10在象

5

Wikipedia contributors, “Literary realis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ast revised February
24, 2015,accessed March 21, 20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terary_realism.
6
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 l’art pour l’art）是 1830 年代之後，浪漫小說逐漸演變成描繪現
實社會悲慘狀況的「社會小說」
，因此出現了對立面，反對文學被現實生活限制，反對文學反映現
實生活問題，反對文學有「實用」的目的。高提耶在《斑模小姐》的序言中寫道：
「只有毫無用處
的東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東西醜的，因為那是某種實際需要的表現，而人的實際需要，
正如人可憐的畸形的天性一樣，是卑污的、可厭的。」
7
「「巴納斯派」為 19 世紀後半的詩人受到科學思潮與實證精神影響，反對強調個人主義、炫耀
情感的浪漫主義，出版了三冊《當代巴納斯》
（Le Parnasse contemporian, 1866, 1871, 1876）詩集，
以「Parnasse」一字得名。巴納斯山（Parnasse）是一座古希臘東北角的山峰，神話中阿波羅與繆
斯諸神居住於此，是詩人汲取靈感的地方。
8
Wikipedia contributors, “Parnassianis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ast revised November
20, 2014, accessed March 22, 20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rnassianism.
9
Hugh Thompson, Debussy: man and artist.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7), 頁數.
10
Paul Roberts, Images: the piano music of Claude Debussy. (London: Amadeus Press, 1996),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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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派文學當中，重視著表面具體物質背後、看不到與無法言傳的東西；11雖然與高
蹈派同樣追求形式上的美，不過抒發個人情感的成分較多。
十九世紀末主要的象徵派文學家及詩人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
和魏爾連（Paul Verlaine, 1844-1896），兩人都曾經是高蹈派詩人。但高蹈派發展
到後來，變成屏棄個人情感，一味地追求形式美，漸漸地令人感到空虛。因此，
慢慢地離開高蹈派，走向同樣追求形式美，但仍然有「人」的情感為主的象徵派。
雖然大眾認為，象徵派在 1885 年才算正式成為一門，但魏爾連在 1866 年的作品
《憂鬱詩篇》（Poemes saturniens），已經可以視作為象徵主義的創作。12世紀末
的象徵主義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浪漫主義精神特殊的復興。象徵主
義常使用曖昧、隱晦的暗示來代替直接準確的描述，來表達內心不明確的情緒與
隱秘的情感，而不是像寫實主義注重外在的描繪。而音樂性與律動感在詩中相當
受到重視，擺脫傳統詩韻形式，追求格律的解放，搭配著精挑細選的詞彙，讓詩
句產生獨特的音響效果，像是畫作的色彩、音樂中的和聲感。透過言語節奏和創
新形式巧妙搭配、融合，喚出人們靈魂深處的情感。13

（二）繪畫
十九世紀中葉，在 1848 年二月革命過後，社會進入了穩定的第二帝國時期，
經濟發展良好、社會普遍富有。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之中堅，許多流行層面，迎合
中產階級的喜好，看起來優雅、舒服的風格成為主流。學院派的安格爾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在此時廣受歡迎，他的畫作輪廓明

11

Ibid., 18.
Thompson, op. cit., 101.
13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象徵主義」
，2015 年 4 月 22 日最後修訂，2015 年 4 月 25 日
存取，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1%A1%E5%BE%81%E4%B8%BB%E4%B9%8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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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用色清晰、結構嚴謹，但創作比較保守，鮮少有創新；題材上則以靜態畫作
較多，沒有太多戲劇性效果。14
在這樣的主流背景之下，自然有畫家想擺脫潮流，往不同方向前進。一位是
柯洛（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 1796-1875），畫作題材選擇鄉下女人居多，雖
然屬於寫實風格，但是仍然帶有靈性、精神性的展現。柯洛不像學院派注意細節
的描繪，而是將畫面處理得比較模糊，營造出除了具象的物體外，肉眼看不到的
氣氛。
另一位則是開啟寫實主義的畫家庫爾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他不
同於學院派的地方，是學院派不會去畫鄉村的事物、風景，都在城市的畫室中。
而庫爾貝在鄉村間，發現光影、色彩變化比畫室中複雜，因此開發了不同於學院
派的筆法。庫爾貝在創作中，以冷靜、客觀、忠實的態度去畫出鄉間生活。不過
在這樣淡化主觀的做法中，仍然有著一絲歌頌農村生活、主觀的浪漫成份在裡面。
接著在寫實主義之後，印象畫派（Impressionism）在 1870 年代興起，承續寫
實主義在戶外描寫大自然。畫派以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為首，用獨特
的筆法快速作畫，客觀地描繪顏色。其草率的筆觸將景物粗略的畫出，並且用不
同色調的並置，製造出光影閃爍的感覺。同樣以此畫法創作的，還有雷諾瓦
（Pierre-Auguste Renoir, 1841-1919）、畢沙羅（Camille Pissaro, 1830-1903）、塞
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等人。
當他們 1874 年第一次展覽時，被評論家路易・萊羅伊（Louis Leroy, 1812-1885）
以印象派一詞形容他們的畫作，嘲諷畫作是未完成的作品，還在草稿階段。事實
上，「印象派」一詞在當時社會中帶有許多貶意。在政治上，「印象派」意味著
反抗國家統治、質疑傳統、不合於過往的規則，也讓這些畫家，或是作家，被認

14

黃文捷等編譯，《西洋繪畫 2000 年》（臺北市：錦繡出版，1999），31。
8

為是徹底的激進份子。15而早在 1863 年，拿破崙三世（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Napoleon III, 1808-1873）看到印象派畫作，就拒絕這些畫作展覽。在 1874 年的展
出之後，許多人看到後的反應，大多是排斥與訕笑。
整體來看，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的文學與繪畫，隨著政局的穩定，出現了許
多發展與流派。然而在音樂上，由於投向中產階級所好，法國地區的發展顯得較
為緩慢，直到普法戰爭過後，才興起一陣復興法國藝術的風潮。

（三）音樂
在法國戰敗、人民普遍感到衰弱的時候，音樂家們在此時，建立了音樂機構—
「國家音樂協會」（Société nationale de musique）。雖然是以國家為名，但並非是
官方機構，而只是要強調法國的民族意識。他們喊出「振興高盧藝術」
（Ars Gallica）
的口號，企圖在音樂創作上找回法蘭西的自信心。16由於在戰敗之前，法國音樂的
創作，以討好中產階級為主，因此在表現上不會有太激烈的變化、語法，在劇院
中的創作種類以大歌劇（grand opéra），以浮誇的舞台裝飾、淺顯易懂的音樂語
彙，和社會大眾喜愛舞蹈結合，風靡了法國一段時日。在小型作品上，則是
此時的法國，不僅是在政治、軍事上臣服於德國，在音樂上，也受到德國強
烈的影響。在浪漫派後期，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興起之際，他的
樂劇就全面性地滲透到法國國內。有如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或布拉
姆斯（Johanne Brahms, 1833-1897）籠罩在「貝多芬的陰影」中，使後人難以超越，
華格納的歌劇，使法國許多追隨者也難以掙脫。無論是音樂創作的方法，或是樂
曲形式的選擇，都受到德國地區左右。例如此時期的法國作曲家，自知在歌劇的
創作難以超越華格納，因此在選擇樂曲形式時，避免選則華格納已經推向巔峰的
15
16

Thompson, op. cit., 115.
陳漢金，op. cit., 72.
9

歌劇，而是選他比較沒有開發的部分，例如藝術歌曲、器樂獨奏、室內樂、交響
曲或交響詩等，來做創新的嘗試。17也因此，此時法國在振興藝術上，實際狀況是
在對抗「華格納」的音樂藝術。在成立國家音樂協會後，努力地鼓勵創作，並且
協助新作品的演出。但儘管強調民族意識，國家發展協會分裂成為兩派：
1.

「溫和浪漫」（romantisme modéré）：以聖賞斯（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為首，以及作曲家拉羅（Edouard Lalo, 1823-1892）、佛瑞
（Gabriel Fauré, 1845-1924）等人，提倡發揚法蘭西精神，作品趨向精巧
細緻、溫文儒雅的風格。音樂的特徵，像是古典形式與小格局、結構明
晰、氣質委婉、敏銳。不同於日耳曼浪漫音樂大起大落、雄渾壯闊的陽
剛氣質，法國的氣質比較是女性化的，並不強烈追求戲劇性質，讓兩者
形成了明顯的對比。18
佛瑞在十九世紀晚期，受到世紀中開始興起的文藝復興研究風潮，
慢慢地將音樂以「調式音樂」（modality）來創作，做出與日耳曼調性音
樂不同的音響，音樂呈現靜態、不強調張力的表現，開發較多色彩變化
的和聲，音樂語法比較清晰。並且承接自聖賞斯傳下的法蘭西婉約的氣
質，做出更進一步的探索。

2.

「國際風格」：音樂創作不忌諱受到外國影響，比較開放。主張廣
泛學習日耳曼音樂的長處，尤其像是華格納與李斯特相當具有前瞻性的
語法，想要讓法國音樂擺脫因循守舊的情況。這樣的做法，使法國音樂
同時呈現「民族的」與「國際的」性質—兼容傳統與現代，發揚法蘭西
的傳統之際，還要效法華格納「未來音樂」的概念。而這一派以法蘭克

17

Ibid., 71.
陳漢金，
〈「浪漫」的晚霞 「現代」的晨曦〉
，載於《國家交響樂團樂季手冊 2012-13》
（臺北市：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2012），34。
18

10

（César Franck, 1822-1890）為首，其他人主要都是法蘭克的學生，也因
此稱作為「法蘭克幫」（bande de Franck）。
在 1880 年代以後，
「法蘭克幫」逐漸成為國家音樂協會的主要勢力。
19

成員像是丹第（Vincent d’Indy，1851-1931）、維內爾（Louis Vierne,

1870-1937）
、蕭頌（Ernest Chausson，1855-1899）
、狄帕克（Henri Duparc，
1848-1933）以及伊沙意（Eugène Ysaÿe，1858-1931），受到法蘭克的帶
領，朝著較自由的方向去創作。實際上，法蘭克在教學上，並沒有專研
在現有理論上，可以說是無規可循。因此學生在創作時，做法上相當自
由、無拘束，去嘗試音響效果上的開發。而有些作曲家，雖然不是「法
蘭克幫」成員，不過也有類似作法的，則有夏布里耶（Emmanuel Chabrier，
1841-1894）與佛瑞。

「法蘭克幫」創作樂曲時，因為受到華格納音樂的啟發，將作品規模放大，
音樂語法變得較自由、大膽，樂曲充滿著強烈的對比、張力以及戲劇性的起伏，
與聖賞斯為首的作曲家們創作比較溫和、節制的室內樂，相比之下有著明顯的差
異性。而「法蘭克幫」，另外受到華格納影響的手法有：
1. 循環手法（procédé cyclique）：同一首樂曲的不同樂章，都受到同一個主
題或動機主導。
2. 變化音效果（chromaticism），這是指為了製造富於表情、較有張力、戲
劇性效果，因此音樂中有許多臨時升降記號的旋律及和聲，讓某些音樂段
落顯得相當不協和、不同於其他自然音（diatonic）的段落。20

19
20

Ibid., 34-35.
陳漢金，《您說是「印象派音樂」？—德布西的室內樂與管弦樂》，op. cit., 73.
11

其他顯著的影響，則是在音響上的開發。華格納的管弦樂處理時常是以濃稠、
厚重的質量展現，但某些地方順著劇情的需要，也會製造出相當細膩、多彩的效
果。這個部分激發了「法蘭克幫」朝著細緻、多彩的方向，開發出更豐富、更多
色彩變化、更神秘的管弦樂效果。21
法國音樂的發展，在「法蘭克幫」的開發之下，雖然有許多嘗試，但並沒有
走出真正屬於自己的一條路。而必須等到德布西音樂創作成熟之後，擺脫了華格
納的影響，揉和法蘭西的氣質、精神，才開創出新的局面。22

21
22

Ibid., 74.
I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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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布西生平

德布西的音樂天份，從孩提時期就明顯的表現出來，而生在十九世紀中浪漫
樂派盛行的他，創作的傾向與他人大為不同，是什麼時候開始顯露出跡象？也許
從德布西生平記事無法窺探出個究竟，但仍然需要有初步的認識，進而在認識創
作脈絡或樂曲時，能夠理解環境與作曲家的互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一）童年與學院生涯
德布西 1862 年生於巴黎市西邊郊區的聖傑爾曼鎮（Saint-Germain-enLaye），父母親分別是瑪努耶爾-阿希爾（Manual-Achille Debussy）與維克多莉娜
（Victorine Debussy）
，家中經營販賣陶瓷器具的商店。23由於環境不是很好，德布
西的母親維克多莉娜在德布西孩提時期，會請住在法國南部坎城（Cannes）
，德布
西的姑媽克蕾蒙蒂娜（Clèmentine Debussy）照顧，在姑媽的安排下，德布西於坎
城開始了鋼琴課程。很快地，克蕾蒙蒂娜發現德布西在音樂表現上相當有天賦，
因此請馬努耶爾在巴黎找更正式的老師上課。碰巧地，馬努耶爾剛好認識一位朋
友的媽媽，曾經是蕭邦的學生。因此，1871 年，九歲的德布西開始在莫特夫人（A.-F.
Mautè de Fleurville, 1823-1883）的指導下學習鋼琴，並以考進巴黎音樂院為目標。
24

1872 年十月，十歲的德布西進入巴黎音樂院，鋼琴指導教授為瑪蒙泰爾
（Antoine Marmontel, 1816-1898），視譜演奏則由拉維尼亞克（Albert Lavignac,
1846-1916）教導。當時 56 歲的瑪蒙泰爾是一位較為保守的鋼琴教授，要求德布
西必須練習基礎技術的音階與練習曲，不過德布西在這個年紀就透露出他不依循

23

陳漢金，op. cit., 13.
Paul Holmes, 《偉大作曲家群像：德布西》
（The illustrated lived of the great composers: Debussy），
楊敦惠 譯（臺北市：智庫出版。1995），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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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個性，反倒都選擇海頓（Joseph Haydn, 1732-1809）、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與蕭邦的樂曲、室內樂作品。25在一開始的上課階段，
瑪蒙泰爾常因德布西的隨性、不嚴謹而感到生氣。不過一年後考試中，瑪蒙泰爾
對德布西大為改觀。雖然德布西演奏的蕭邦相當奇怪，但投入許多情感在裡面，
使瑪蒙泰爾聽了覺得相當陶醉。德布西在鋼琴表現上，幾年下來可說是不上不下，
考試最高只拿到第二獎，無法被認同為頂尖的水準，因此，德布西慢慢轉移注意
力到樂曲創作與鋼琴即興上，才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在音樂院的早期，視譜演奏
的教授拉維尼亞克，會與德布西質疑音樂理論，以及討論華格納的音樂特色，26這
也讓德布西在 1873 年左右，就注意到當時還不被法國接受的華格納音樂（尤其是
在法國歌劇院慘敗的唐豪瑟）。271876 年進入狄朗（Emile Durand, 1830-1903）的
和聲班級；1880 年進入吉洛（Ernest Guiiraud, 1837-1892）教授的作曲班，無論是
在狄朗或吉洛的班級裡，德布西的表現皆相當不尋常，如不按規則寫作業、彈奏
不合規範的和聲進行，不過，在吉洛的班上，德布西開始一心想著成為偉大的作
曲家，並且準備參加、贏得羅馬大獎。28
1880 至 1882 年，透過瑪蒙泰爾的推薦，德布西認識了俄國贊助柴可夫斯基
的梅克夫人（Nadejda von Meck），間歇地跟隨梅克夫人的家庭在歐洲列國遊走，
擔任鋼琴教師；另外，也認識了業餘歌唱家瓦尼葉夫人（Marie-Blanche Vasnier），
擔任其鋼琴伴奏期間，德布西被薦引閱讀高蹈派詩人魏爾連及馬拉美的作品，對
日後有著深遠的影響。
1883 年，待德布西作曲經驗較多的時候，他以《鬥士》
（Gladuateur）一曲參
加「羅馬大獎」的比賽。而由於他的音樂過於大膽、異於傳統，因此沒有獲得第
25

Thompson, op. cit., 42.
Wikipedia contributors, “Albert Lavignac.”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ast revised March 4,
2015, accessed March 24, 20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bert_Lavignac.
27
Thompson, op. cit., 41-42.
28
陳漢金，op. cit., 2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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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獎，次年（1884），德布西再以清唱劇《浪子》（L’Enfant prodigue），將音樂寫
得傳統、保守一些，而終於獲得大獎，前往羅馬「梅迪奇莊園」（Villa Médicis）
創作。29曾經是德布西夢寐以求、想前往的梅迪奇莊園，實際到達後，卻覺得遭受
到過多的管束，如同坐牢一般，除了多次請假回巴黎，最後待了兩年就離開，並
未完成羅馬大獎所需要達成的義務。這段期間，德布西除了時常朗誦魏爾連、波
特萊爾、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 1564-1616）
，與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
詩人羅塞提（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的詩歌以外，還在當地教堂接觸
到了拉絮斯（Roland de Lassus, 1532-1594）
、帕勒斯替那（Giovanni P. da Palestrina,
1525-1594）的調式、複音音樂。1887 年，德布西從羅馬，寄回了作品《春》
（Printemps）
給「美藝學院」（Académie de beaux-arts）審查。這首作品由於充斥著許多大膽的
語法，引起美藝學院評審的不滿，在評語中要求「不要過分強調音色，而忽略了
精準的結構和格式的重要性。強烈地希望他預防這種模糊的『印象主義』作風，
因為它是藝術真理的敵人」。30而這也是第一次，德布西的音樂被冠上了「印象主
義」一詞，並糾纏至今。31

（二）自由作曲家時期
回到巴黎的德布西，由於跟學院派、官方音樂界鬧翻，因此難以找到工作，
只能靠作曲、編曲、教學生與寫樂評來維持生活。此時的巴黎則由於 1885 年創刊
的《華格納雜誌》
（La Revue wagnérienne）而興著一股華格納熱潮（wagnérisme）
，
29

Ibid., 22. 「梅迪奇莊園」（Villa Medici）是位於義大利羅馬的一組建築群，由斐迪南一世・德
・梅迪奇（Ferdinando I de’Medici, 1549-1609）建造。1803 年起羅馬法國學院入駐莊園，並獎勵羅
馬大獎的獲獎者，能夠到此學習古代的藝術傑作。目前不再透過競爭取得寄宿資格，而是以申請
的方式獲得。學科上不再侷限于傳統學科（繪畫、雕塑、建築、作曲等），而包括新的藝術領域，
如藝術史、考古、文學、舞台美術、攝影、電影、藝術修復、寫作、甚至是烹飪。
30
‘…One has the feeling of musical color exaggerated to the point where it causes the composer to
forget the importance of precise construction and form. It is to be strong hoped that he will guard against
this vague impressionism,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enemies of truth in works of art.’ Roberts,
op. cit., 115-116.
31
陳漢金，op. ci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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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藝術家、知識份子皆談論著華格納，德布西在學生時代就透過老師認識了華
格納的創作，此時更是兩度到了德國拜魯特去聆聽華格納的樂劇。也因此，這時
候的德布西深深受到華格納影響，如作品《G 大調鋼琴三重奏》
（1879-1880）
、為
管弦樂、鋼琴與女聲合唱的《春天組曲》（1887）、《波特萊爾的五首詩歌》（Cinq
Poèmes de Baudelaire, 1887-1889）、《G 大調鋼琴與管弦樂幻想曲》（Fantaisie pour
piano et orchestra en sol majeur, 1889-1890），都可以看到華格納的影子。32
1889 年，德布西遊覽舉辦在巴黎鐵塔旁的「萬國博覽會」，見識到了世界各
地的音樂，而對於爪哇與安南的音樂與舞蹈情有獨鍾。相較於日耳曼調性的音樂，
東方的音樂打破了時間感，音樂中沒有特別需要達到的目的，相當自由、無拘束、
細緻。同時，他也聽到了俄國五人組（The Mighty Five），33使用傳統民間音樂，
譜寫而成管弦樂曲及歌劇。這些元素，也成為日後德布西在創作上很重要的關鍵
之一。在萬國博覽會之後，德布西在 1890 年完成了幾首小型鋼琴樂曲，如《馬厝
卡》
（Mazurka）
、
《夢幻曲》
（Rêverie）
、
《敘事曲》
（Balldade）
，以及《貝加摩組曲》
（Suite bergamasque, 1890-1905）。34
1890 年，德布西開始不定期地參加詩人馬拉美家中的「星期二聚會」，參加
成員包含了象徵主義文學家、繪畫家。德布西音樂創作的標題，時常有著令人與
繪畫聯想的暗示，也符合了這個聚會的口味。他們在這個聚會上，討論著波特萊
爾的「感應說」
（correspondance）
，與華格納的「整體藝術作品」
（Gesamtkunstwerk）
概念與不同藝術之間的互動與融合。35也因為如此，在 1892 年，德布西取得馬拉

32

Ibid., 27.
俄國五人組又稱「強力集團」
、
「新俄羅斯學派」
（The New Russian School）
，以巴拉基列夫（Mily
Balakirev, 1837-1910）為主導者，另有穆索斯基（Modest Mussorgsky, 1839-1881）、林姆斯基－高
沙可夫（Nikolai Rimsky-Korsakov, 1844-1908）
、玻羅定（Alexander Borodin, 1833-1887）
、居伊（César
Cui, 1835-1918）五人組成。創作音樂的背景在於民族主義的興起、訴求復興俄國文化，而不是模
仿西歐地區的音樂。
34
Paul Holmes, op. cit., 44.
35
陳漢金，op. cit., 3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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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同意，為其詩作《牧神的午後》（L’Après-midi d’un faune, 1876）譜寫樂曲。
也在這一年，德布西看到了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
的劇作《佩列亞斯與梅麗桑德》
（Pelléas et Mélisande, 1892）
，在 1893 年取得梅特
林克同意為劇作譜曲後，德布西展開了為期十年的歌劇創作歷程。36

（三）聲名大噪
1894 年，德布西完成了《牧神的午後前奏曲》（prélude à “L’Après-midi d’un
faune”），37在首演會上大受好評，成功製造出細緻飄逸的音樂，而不是華格納的
厚重音響效果，可以說是找尋到音樂創作上自己的語彙。38接著，由於德布西思索
如何讓歌劇《佩列亞斯與梅麗桑德》有不同於以往的呈現，因此而時常停筆，分
心去創作其他樂曲，如《夜曲》
（Nocturnes, 1894-1901）
、
《為鋼琴的》組曲（Pour
la piano, 1896-1901）、《三首比莉蒂絲之歌》（Chansons de Bilitis, 1897-1898），直
到 1901 完成歌劇《佩列亞斯與梅麗桑德》，開始排練。
1902 年夏天，《佩列亞斯與梅麗桑德》於巴黎喜歌劇院首演，雖然與劇作家
梅特林克在演出前鬧不合，39但仍不影響作品受到歡迎的程度，整個夏天共演了
14 場。在經歷了這段長時間的工作，德布西赴英國渡假休息，往返經過英吉利海
峽的過程中，啟發了創作《海》（La Mer）的動機。40秋天，德布西回到法國，陸
續完成了《版畫》（Estampes, 1903）、《三首法國歌曲》（Trois Chansons de France,

36

Paul Holmes, op. cit., 50.
陳漢金，op. cit., 32。馬拉美原本計劃詩作吟誦加上音樂的方式，在劇場上演出，德布西則需要
為整首詩作的朗誦譜寫「前奏曲」
（prélude）
、朗誦時的數段「間奏」
（interlude）
，以及朗誦之後的
「尾奏」（paraphrase finale）。由於德布西開始創作後求好心切，從 1892 年開始到 1894 年間，完
成日一直延宕，最後只完成前奏的部分。
38
Idem.
39
Ibid., 46. 劇作家梅特林克原先與德布西協議好歌劇的女主角角色，由他的妻子樂珀朗（Georgette
Leblanc）演出。但在 1900 年，德布西聽到在居斯塔夫・夏邦提耶（Gustave Charpentier）的歌劇
《路薏絲》中飾演女主角的瑪麗・加登（Mary Garden）的演出後，決定將職位轉給她，使得梅特
林克大為氣憤，因而向德布西提告。
40
Paul Holmes, op. cit., 81-8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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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
《優雅慶典》歌曲集第二冊（Fêtes galantes II, 1904）
、
《快樂島》
（L’Isle joyeuse,
1904）、《假面舞會》（Masques, 1904），管弦樂方面則完成了《海》（1903-05）。
雖然在 20 世紀初，德布西在音樂上逐漸地受到歡迎，但在愛情方面，卻不是
這麼一回事。在與艾瑪・巴爾達克（Emma Bardac, 1862-1934）結為連理之前的感
情，德布西與前妻狄邦（Gabrielle Dupont）和泰克西耶（Rosalie Texier）兩度離
婚，並皆以前妻鬧自殺收場。41由於第二任妻子在德布西的朋友圈中人緣相當不錯，
因此德布西愛戀上艾瑪後，他的朋友皆相當不諒解，更甚者，法國社交界也都談
論著這件事情，德布西只好帶著艾瑪前往澤西島與諾曼地海邊。次年（1905）
，艾
瑪即為德布西生下了夢寐以求的孩子克勞德－艾瑪（Claude-Emma）
，綽號「蘇蘇」
（Chouchou）。不久後，德布西則因他的孩子的出現，創作了《兒童的角落》
（Children’s Corner, 1906-08）。42
在 1908 年與艾瑪結婚之後，為了龐大的生活開銷，德布西努力地接案創作以
及指揮，但身體狀況卻出了問題，診斷出罹患直腸癌，使得接下來的日子，德布
西時常因病痛影響創作與工作。此後完成的樂曲有管弦樂組曲《意象》（Images,
1905-1912）
、與兩冊給鋼琴的《前奏曲集》
（Préludes, 1909-1912）
。1910 年代到 1914
年一次大戰爆發前，德布西的創作中心則移往了舞劇音樂。由於狄亞吉列夫
（Sergey Diaghilev, 1872-1929）帶領的「俄國舞團」（Ballets russes）需要嶄新的
花樣，43因此找上當時名聞遐邇的德布西，來搭配創作舞劇。此時的作品還有戲劇
配樂《聖賽巴斯提安的殉教》
（Le Martyre de Saint Sébastien, 1911）
、舞蹈傳奇《坎
瑪》
（Khamma, 1911-13）
、
《嬉戲》
（Jeux, 1912-1913）
、兒童舞劇《玩具盒》
（La Boîte

41

德布西一生共有三段婚姻。在最後與巴爾達克夫人結婚之前，前兩任妻子分別是迪邦（Gabrielle
Dupont, ”Gaby”）與特謝爾（Rosalie Texier, “Lily”）。與兩任離婚時，女方皆舉槍自殺未遂。陳漢
金，op. cit., 47.
42
Ibid., 48.
43
俄國舞團：1909 年由狄亞吉列夫於巴黎創立。由於俄羅斯藝術創作及品味保守，嶄新的藝術創
作在俄國內不受到歡迎，因此在巴黎設立，聘請聖彼得堡皇家芭蕾舞團團員，赴巴黎表演。
18

á joujoux, 1913-1919），以及由德布西的管弦樂曲《牧神午後前奏曲》、
《夜曲》編
成舞蹈演出。44

（四）一次大戰及晚年
1914 年一次大戰在開始之後，德布西由於年紀稍大，並且身帶重病，並未與同胞
一起到前線作戰。在一心想著為國家報效之際，他創作了《英雄搖籃曲》
（Berceuse
héroïque, 1914）
，另外將心思放在出版商狄朗給予德布西編訂蕭邦作品的計劃上。
而編訂蕭邦作品，為德布西帶來創作練習曲與雙鋼琴曲的靈感，在 1915 年完成十
二首練習曲（Études），以及雙鋼琴曲《黑與白》（En Blanc et noir）。而法國在戰
爭中的失利，使得德布西擔心法國的文化傳統會因此顛覆與消失，因此，計劃創
作六首奏鳴曲，以不同樂器組合的室內樂作品。只可惜，到德布西 1918 年逝世之
前，只能夠完成其中的三部：
《D 小調大提琴與鋼琴奏鳴曲》
（Cello sonata, 1915）
、
《F 大調長笛、中提琴與豎琴奏鳴曲》（Sonata for flute, viola and harp, 1915）、《G
小調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
（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 1916-1917）
。451917 年，德
布西公開演奏了幾次《G 小調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後，病情逐漸惡化，最終在
1918 年三月逝世，享年 55 歲。

44
45

陳漢金，op. cit., 57.
陳漢金，op. cit.,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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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布西與印象、象徵的關聯

德布西身處的時代背景，如同第一節所提到，是一個多方面不斷激勵新想法、
新做法的時代。而釐清德布西音樂藝術的創作，也代表著在理解音樂的同時，也
需要對其時代背景其他藝術、文學的交流與融合結果有認知，才能進一步在詮釋
樂曲的時候，可以掌握應有的氣韻與精神。在這一節當中，將分別透過不同藝術
派別的中心思想、不同藝術家的言論，來構成面對德布西音樂的須知背景。

（一）印象主義起源與發展
1874 年，不被法國美藝學院認同藝術家們，組成了「無名藝術家、畫家、雕
塑家、雕刻家協會」（Cooperative and Anonymous Association of Painters, Sculptors,
and Engravers）
，舉辦了一場展覽，想要讓社會更了解他們的創作與方向，也促進
藝術發展。在繪畫上，畫家們承接庫爾貝的寫實主義，畫作親近大自然，如畢沙
羅、塞尚、莫內、雷諾瓦等人，選擇離開學院派主要作畫的畫室，而到巴黎郊外
作畫，或從羅浮宮裡找尋畫家，以這些畫家作為導師，來臨摹畫作，而不是拘泥
在學院派的象牙塔裡。庫爾貝曾在 1861 年說：「繪畫是一種具象的藝術，它只能
夠呈現真實且存在於世界上的東西」。46言下之意，是指繪畫只能描繪出肉眼看得
見的部分，最外表的那一個層面。走在庫爾貝之後的年輕畫家，雖然像前輩一樣
到郊外作畫，但不只是單純地描繪風景，而是試圖捕捉一瞬間的時光、晃眼即逝
的畫面，來表達更客觀、更寫實的空間與風景。為了捕捉這眨眼間就消逝的過去，
畫家們開始快速地作畫，以便將腦海中的畫面迅速呈現出來。也因此，畫作開始
擺脫傳統的做法，筆觸變得果斷大膽、不細膩的去描繪輪廓、不再琢磨於色彩的

46

‘Painting is an essentially concrete [which] can only consist of the presentation of real and existing
things.’ Roberts, op. cit.,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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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層效果，而是運用強烈的明暗反差、捨棄漸層的中間色調、並且打破傳統敘事
性的結構。47「印象派」這一詞語，也在這次的展覽之後出現：評論家路易・萊羅
伊在雜誌上誹謗莫內的畫作《日出・映像》
（Impression, soleil levant）
，稱作是「未
完成的畫作」。
社會大眾在當時教育體制下，都受過學院派傳統、完整的美術教育，48因此這
個激進的畫風出現後，不只受到學院派斥責，也受到社會大眾唾棄。「印象」一
詞冠在這個畫風上，代表著「缺乏自然中的真實」、「缺乏對自然界的觀察」。49然
而，對於這樣模糊的畫面，評論、理論家馬爾泰利（Diego Martelli, 1839-1896）
則說：50「印象主義不只是思想領域的革命…分析表示，引人目光的現實印象，是
對顏色的印象，我們看不到所有形體的輪廓，只能看到這些形體的顏色。」51這段
話闡明了印象主義是對顏色的革命，在閃爍的印象中，留在腦中的，是這些大略
的顏色，也因此失去了物件的形體。
繪畫上的寫實主義、印象主義，對比到音樂上，則是寫實主義的音樂創作。52
十九世紀末，受到寫實文學的影響，興起了一股寫實主義歌劇風潮。以現實生活、
市井小民做為題材，如夏邦提耶（Gustave Charpentier, 1860-1956）的《路薏絲》
（Louise, 1900）與布魯諾（Alfred Bruneau, 1857-1934）的《暴風雨》
（L’ Ouragan,
1901）
。這類的作品大受好評，也時常演出，德布西本人也稱讚作品的可聽性，不
過他另外提到：
「…過於關注日常生活並不會讓音樂獲得什麼。它主要本質是神祕

47

黃文捷，op. cit., 133-137.
巴黎在 19 世紀成為歐洲美術重鎮。雖然國營的美術學院可能常與創新才華的法國精緻精神不太
一致，但它是在世上最嚴格，且廣泛散播藝術的單位。在 19 世紀末之前，藝術成為畢業前必修科
目，因此社會大眾對於藝術的品味皆有一定的水準。
49
Paul Roberts, op. cit., 28.
50
馬爾泰利是贊助斑痕畫派（macchiaioli）主要人之一。此畫派指 1855-65 年間，主要活動在佛
羅倫斯的一群藝術家，反動學院派的繪畫表現。受到庫爾貝的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影響，喜歡以
風景做畫作題材。少數畫家也有受到印象主義影響。特色是以強調畫面中色塊之間色彩的差異性，
畫作中沒有漸層的手法，而對比色並置產生閃閃發光的效果。
51
黃文捷，op. cit., 139.
52
印象主義屬於廣義的寫實主義，皆是描繪具體存在於世界上的物體，而不是象徵性的符號。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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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太多的人性反而弱化了音樂。」53
德布西所說「音樂的本質」
，可以說一直以來都是神秘的。例如巴洛克、古典
時期許多沒有標題的絕對音樂，沒有特別表達什麼樣的主題，或是有無歌詞表達
意涵，都仍然能夠喚起許多不同的情緒與感受。就算標題音樂出現之後，多數的
音樂仍然是以暗示的方式傳達情緒，而不是明白地表述。即使是華格納主導動機
（leitmotiv）的使用，對特定的人、事、物搭配特定的旋律，或許經過嚴謹的編排、
設計，但仍然傳達的是一種精神，一種情緒、靈性上的傳達。陳漢金教授在課堂
提過：「當歌詞無能為力的時候，正是音樂上場之時」，傳達的便是音樂難以言
喻的渲染力，能夠穿越一切言語。
而音樂所傳達出來的意涵，實際上也超越了其他藝術領域，直達人的心靈。
安東尼・史托爾在《孤獨的聆賞者》一書中提到，以叔本華的美學觀點來看：

音樂有別於其他所有藝術，後者表現的只是存在世上事物的影子、複製品，
而音樂無法複製其他藝術的特點，獨樹一格地存在於時間中，以直接的穿透
力、震撼力誘發人的感受。54

對此，德布西在 1913 年的一篇文章提到：

儘管他們宣稱為「具象派藝術風格」（representationalists），55畫家及雕刻家
只能在他們的自由意識－略有破碎的詮釋下－展現普世之美。他們只能捕捉
一個時間點下的觀點，而音樂家獨自享有能夠表達日夜與天地之詩的特權。
只有他們能再現大自然的氣氛，並賦予她脈動起伏的韻律…56
53

‘…it doesn’t gain anything by concerning itself too much with everyday life. It [music] is weakened
by trying to be too human, for its primary essence is mystery.’ François Lesure, Debussy on music: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the great French composer Claude Debussy, trans. Richard L. Smith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5.
54
Anthony Storr，
《孤獨的聆賞者》
（Music and the Mind）
，鄧伯宸 譯（臺北縣：立緒文化。民 97），
213。
55
在三度空間中，直接表達、呈現物體，觀賞者可容易理解物體為何，即是具象派。
56
‘Despite their claims to be true representationalists, the painters and sculptors can only present us with
the beauty of the universe in their own free, somewhat fragmentary interpretation. They can captur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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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並不是寫實的性質，它難以言喻的內涵，將所有意涵以暗示的方式呈現。
既然如此，那麼音樂，更趨近於象徵主義所追求的—事物表面的背後，那無形、
無法言傳的層面。

（二）象徵主義的表現手法
在十九世紀，如同在第一節所提到的，第二法蘭西帝國的統治讓社會相當繁
榮，中產階級大增，因此文學界與美術界充斥著寫實主義。相較於這種客觀、清
楚地描繪社會與人物，象徵主義則走在相反的路上。文學上的象徵主義，從波特
萊爾的作品《惡之華》開始，以及他翻譯美國浪漫文學家愛倫・坡的小說，影響
了法國文學界，從寫實主義文學，慢慢地轉到象徵性質上。57在波特萊爾《惡之華》
的題材上，提到許多死亡的觀念、潛意識的力量、性別（妓女題材較多）
、世界上
不合理的各種現象（夢想、精神錯亂、毒品、酒精）
，或叔本華美學或意志（will）
的思想作為主題，傾向於主觀、靈性、想像力和夢幻的感受。波特萊爾認為透過
接觸夢幻，人類才有辦法擺脫不幸、脫離沒有愛的現實世界，晉升到真正自由、
純淨、美麗、安詳的地方。58
波特萊爾的詩作，從《惡之華》裡的〈感應〉（Correspondances），可以一窺
象徵的本質。詩裡提到「象徵的森林」
，在這個森林中，氣味、顏色與聲音互相有
著關聯、應和，讓讀者在看詩作的同時，也可以品、聞、看、聽到各種人類有的
經驗，與它聯結。波特萊爾的詩作中，充滿著這樣的連結，從悲苦的事件聯繫到
荒蕪之地與厭惡的氣味，令閱讀的人如同清晰地身歷其境。
one of its aspects at a time, preserve only one moment. It is the musicians alone who have the privilege
of being able to convey all the poetry of night and day, of earth and sky. Only they can re-create Nature’s
atmosphere and give rhythm to her heaving breast…’ Lesure, op. cit., 295.
57
Thompson, op. cit., 97.
58
陳漢金，op. cit.,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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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感應說」
，到了 1880 年代，受到了藝術家們的重視。在文學上有「感
應說」
，音樂上則有華格納提出的「整體藝術作品」
，強調音樂和其他藝術如戲劇、
文學、舞台設計等相融，激發更豐富的效果。波特萊爾與華格納兩人從事物出發，
連接多層面的感受，擺脫「表象」的矇蔽，找尋、接觸到事物背後象徵的層面。
而因為音樂的象徵性質，優於其他藝術領域，因此特別受到愛戴。例如華格納歌
劇中神秘、奇幻的情境，搭配音樂的渲染力，使他的歌劇，深受象徵主義人士喜
愛。59
十九世紀末，愛好華格納的法國人士，創辦了「華格納雜誌」
，雖然刊物維持
時間不久，但仍然讓象徵主義人士，有了能夠聚集的場域，也促使了 1886 年《象
徵主義宣言》的出現。象徵主義者認為，藝術用間接的方式表達，能夠比直接的
方式更接近真理。因此他們用極其隱喻，和暗示性的手法寫作，賦予一些畫面，
或是俱有象徵意義的物件，反對「平鋪直敘、矯情與不帶感情的論事」。60
繪畫上，象徵主義畫家如柯洛、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61或是後
印象畫派的畫作，往往在追求畫面背後的神韻及神秘性時，不是以寫實的方式呈
現，而是將畫面處理的比較模糊，以表現某些氣質，避免過於表面的描繪。
然而，畫家、作家們在文字及畫面上的琢磨，遠不及音樂的直接。由於文字
需要「解讀」，需要人對於字義有明確的反應之後，才有後續的聯想或感受，這
樣的狀態，使我們在解讀文字的現實動作，和文字帶來的暗示之間搖擺；62畫作需
要理解畫面上的輪廓，究竟是什麼物件，而阻礙了直覺性的感受。音樂帶來的意
象，則超越了這些，使聽眾可以直接接收到多種感受。63為了捕捉到象徵中「難以

59

Ibid., 69.
Wikipedia contributors, “Symbolis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ast revised March 16,
2015, accessed March 25, 20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Symbolism_%28arts%29.
61
高更早期繪畫風格為印象畫派，愈近十九世紀末慢慢轉變為象徵主義，另有人稱後印象主義。
62
Roberts, op. cit., 78.
63
Idem.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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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喻」的性質，以及找到理想的工具來表達它，象徵主義人士認為，音樂藝術最
能夠達到這樣的目的。法國畫家德尼（Maurice Denis, 1870-1943）回憶：

德布西的音樂在我們心中激起奇特的共鳴，喚醒我們最深處，需要抒情性的
那一層，而只有它能夠使我們滿足。象徵派世代追尋著些熱情和焦慮—光影、
聲響震動、顏色，情感的表達，和（因喜悅興奮引起的）神秘的顫抖—德布
西完全地了解這些。64

假如依循著「音樂帶有著象徵性」的本質來看，那麼德布西的音樂，也應該
有這樣的本質，對比到象徵主義才比較適當。更何況，如果以大眾的觀點來看，
說他的音樂是「模糊的」－也就是不寫實，也應該將他的音樂聯結到不寫實的象
徵主義，而不是寫實的印象主義。那為何，總是說德布西是印象樂派，將他歸類
到一個本質上就有極大矛盾的領域呢？究竟，德布西與這兩種意識，有什麼樣的
關係？

（三）德布西印象派、象徵派的關係
德布西早在 1887 年尚未成名之前，因為交給美藝學院審核的作品《春》背離
了當時學院派保守的作風，因此美藝學院將他的音樂，類比為當時繪畫界被大眾
嫌惡的「印象主義」。作品的評語裡要求：「…不要過分強調音色，而忽略了形式
和輪廓的清晰…要提防這種不明確『印象主義』作風，因為它是藝術真理的敵人」
65

。德布西自己便曾經為他的樂曲管弦樂曲《意象》辯解：「…我嘗試創造出相當

的實質性，而不是一般蠢蛋們所謂『印象主義』的效果…」。66不過，在辯駁自己

64

‘His music kindled strange resonance within us, awakened a need at the deepest level for a lyricism
that only he could satisfy. What the Symbolist generation was searching for with such passion and
anxiety－light, sonority, and color, the expression of the soul, and the frisson of mystery—was realized
by him unerringly...’ Ibid., 19.
65
Roberts, op. cit., 115-116.
66
陳漢金，op. cit.,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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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類印象派一方之外，德布西也不欣賞以「非印象主義即象徵主義」的二元立
論，來分化他的音樂。他認為這樣的標籤分類方式，會扼殺創作的多樣性質。如
同梵谷在 1890 年所寫下的一段評論，可以讓我們理解到，如果盲目的歸類，並不
會離其意識形態更近，反而是背道而馳，形成追求表面的特質：
「要我區分出印象
派和其他東西之間的特色實在是很難；我看不出近年各立山頭的精神有什麼用處，
但我害怕它的荒謬、不合理。」67
而德布西的言論，也可以看出他對於這樣的二分法帶著什麼樣的態度：
「不論
是詩人、畫家或是音樂家，同樣都曾擺脫傳統，但只得到『象徵派』或『印象派』
這些被濫用的稱號。」68德布西認為大眾過於濫用印象主義或象徵主義，因此不喜
歡被貼標籤（但並非否定這些意識形態）
，就連在藝術運動裡的藝術家，也對此分
類相當恐懼。然而，如果沒有德布西這爭議性質強烈的作曲家，或許也不會引發
今日兩派的辯論。69德布西在白色雜誌（La Revue Blanche）也以他的筆名克羅胥
先生（M. Croche）說：「只有報章會濫用這些名詞，而這一點也不重要。愚昧的
人，總是能夠從根本的美當中，找出可以愚弄、嘲笑的地方。」70
雖然，似乎是因為德布西對視覺藝術的熱衷、有許多與大自然題材有關的作
品，讓音樂的標題與內容時常拿來與印象主義做類比。但事實上，並非只有德布
西這麼做。早在德布西之前，就有作曲家這麼做過，例如貝多芬、舒曼、白遼士、
李斯特等人，都有將音樂與視覺、音樂與自然結合的做法。德布西時常被稱作為

67

‘It seems so difficult to me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impressionism and other things; I do not see
the use of such sectarian spirit as we have seen these last years, but I am afraid of the preposterousness
of it.’ Roberts, op. cit., 19.
68
‘I dare to point out to him that in poetry and painting alike (and I managed to think of a couple of
musicians as well) men had tried to shake off the dust of tradition－but that it had only earned them the
labels of “symbolists” or “impressionists”－useful terms of abuse.’ Lesure op. cit., 48.
69
原文為‘Yet musical Impressionism and Symbolism would not exist were it not for Claude Debussy.
Whatever themerits of the terms－and indeed whatever the terms may mean in relation to music－it is he
alone who make them subjects for debate.’ Roberts, op. cit., 4.
70
‘It’s only journalists doing their job who call them that, That’s of no importance. Imbeciles can always
find something to ridicule in a fundamentally beautiful idea.’ Lesure op. ci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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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主義」的、與繪畫類比的音樂，像是《海》和《水的映像》（“Reflets dans
l’eau“ from Images, 1905-1912），似乎讓我們聽到、看到了水的樣子。但其實從貝
多芬的《田園交響曲》
（Symphony no. 6, 1808）
，舒曼、李斯特、華格納等人的《森
林的絮語》
（Forest Murmurs）
，白遼士的《幻想交響曲》
（Symphonie fantastique, 1830），
又或是李斯特《巡禮之年》
（Années de pèlerinage, 1855）中的〈瓦倫城湖畔〉
（Au
lac de Wallenstadt）、〈暴風雨〉（O’range）等作品，其實都會讓我們感受到自然界
的景象。71也許音樂刻意地去描繪真實世界，或是音樂的精神無心地契合了大自然，
對於聆聽音樂的我們，終究是象徵性的傳達，而非據實地描述「這邊是什麼場景」、
「這邊的故事內容…」、又或是擺一幅圖畫在我們眼前那樣的單純。在當時，「印
象主義」一詞尚未出現，因此我們並未將這些曲目、作曲家歸類於「印象主義」。
而十九世紀末華格納的樂劇，展示了音樂與其他藝術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前景，讓
浪漫派作曲家或德布西等人，以及世紀末象徵主義文學家追尋著這個腳步，更進
一步地去挖掘。72然而，為何在世紀末，追尋著前人的足跡，卻會被視為「異類」？
這樣的脈絡，是我們應該整理清楚的。在評論德布西作品《海》和《水的映像》
的時候，會拿去與莫內、雷諾瓦的畫作做類比，73但是同時期作曲家的音樂在描繪
自然風景時，難道無法與畫作類比嗎？無法讓聆賞者感覺到除了樂音以外的感受、
氣氛嗎？對此，筆者感到相當困惑。
也許是德布西的音樂創作手法與他人不同，脫離了傳統功能和聲的行進方式。
因此，在看似沒有目標的音樂中，比較容易將注意力放在「如何表現出情境、畫
面與氣氛」
，而在彈奏的細節上變得比較不仔細。這也使得在彈奏音樂時，要求比
較模糊的音響效果，以混合各個不同的和聲來達到。而這個狀況，常用「印象主

71
72
73

Roberts, op. cit., 27.
Ibid., 3.
Ibid.,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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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一詞來概括，描述這種模糊音響的做法，與印象畫派畫面模糊的關聯性。
然而，就繪畫技法而言，印象主義畫作並不是「融合」色調，而是將各個差
異大的對比色分離並置，74在一個距離外觀看，會產生顏色閃爍的感覺，呈現像是
風景中某個光影閃爍的瞬間。因此，以印象畫派分離顏色的做法，類比在要求德
布西的音樂以模糊的方式混合音響，是錯誤的類比，也時常會忽略德布西音樂中
真正的微妙細節、結構的緊緻度以及明確的旋律線條。75事實上，印象主義並非是
模糊的代名詞。如同先前所提，延伸自寫實主義而來的印象主義，它承接著「寫
實」的概念，在畫布上捕捉最為霎那的瞬間，據實、客觀地描繪下來。它所捕捉
到的，不是模糊不清，而是最為寫實的外在世界。
另外，音樂能夠喚起某些感受、情緒，或是某些特定的視覺或嗅覺。但是在
演奏任何音樂時，我們不能一直追求同樣的情感、感受出現，陷入在同樣的狀況
中。或是德布西音樂中的標題，容易促使演奏者朝「尋找畫面」的方向前去，進
而陷入在腦海中建構圖像的漩渦中，希望能在這想像中得到許多感受。但是，在
實際的演奏時，不能掉入追求這些「印象」的陷阱裡，相反地，要去感受音樂中
任何一刻的情緒、知覺變化。而這些變化，則應該時時刻刻地，回饋到音樂上。
如果停留在片刻性質的印象，音樂會停留在無機、空洞、沒有深層意涵的表象。
而「感受音樂中任何一刻的情緒、知覺變化」的做法，是比較接近象徵主義的。
感受這些變化快速且多樣的情緒與知覺，便是指「難以言傳的精神性與本質」。
尤其在德布西的音樂中，是屬於波特萊爾的「感應說」的關係—強調聲音、
色彩、氣味的交感，76透過類比與感應的方式，聯結不同領域的藝術之間，產生融

74

對比色：在色相環中每一個顏色對面（180 度對角）的兩個顏色稱之，是對比最強的色組。把
對比色放在一起，會給人強烈的排斥感。若混合在一起，會調出渾濁的顏色，如：紅與綠、藍與
橙、黃與紫。
75
Roberts, op. cit., 39.
76
陳漢金，op. ci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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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與互動。77德布西致力於感受所有的事物，才著手譜寫樂曲，他曾說：

我不了解我如何作曲……當然，首要之務是必須有個主題。接著，我專心在
這主題上—並非是音樂上的專心，而是以普通的方式，由身體去感受這主題。
逐漸地，經過長時間的感受，這些東西慢慢燉，音樂即出現在這主題的周圍，
而我感到我必須寫下這些獵捕著我的和聲，接著則是不停的工作。78

德布西並不是沒有受到印象主義或象徵主義的影響。只是，過去他的音樂過
分地被拿來與「印象主義」做類比，而使同樣影響德布西的象徵主義受到漠視。
因此，這些影響在什麼樣的層面，作為一位演奏者，應該要去了解、釐清。我們
在面對這些標題，又該以什麼觀點看待？到底是什麼樣的中心精神？筆者在稍後，
將會針對這部分進行敘述。

（四）德布西音樂中「印象」與「象徵」的類比
德布西同時代的作曲家，如德國的華格納，或是受華格納影響的法蘭克幫，
他們追求渾厚、濃稠的音樂聲響，綿延不絕的旋律，製造落差大的對比效果。如
此讓各個聲音因為功能和聲的主從關係，失去獨自的色彩、特色。而德布西則是
擺脫華格納的做法，跳脫傳統功能和聲的關係，將和弦彼此區別開來，重新了解
彼此的色彩。如同他在學生時代的惡作劇：「…你們能忍受一連串身分不明、來
歷不明的和弦嗎？它們是從哪裡來的？它們將通往何方？關於這些，你們有必要
了解嗎？不用吧，只要聽它們就可以了！」79
這種做法，其實較接近印象畫派分離顏色的技巧。先前提到彈奏和弦時，以
77

Roberts, op. cit., 73.
‘ I do not know how I compose……Of course, in the first place, I must have a subject. Then I
concentrate on the subject, as it were－no, not musically, is an ordinary way, but just as my body would
think of a subject. Then gradually, after these thoughts have simmered for a certain length of time, music
begins to center around them, and I feel that I must give expression to the harmonies which haunt me.
And then I work unceasingly.’ James R. Briscoe ed., Debussy in performanc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9.
79
陳漢金，op. cit., 1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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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處理方式帶過，是一種對「印象主義」的誤解，事實上仍然需要「清晰地
處理」，如同面對莫札特的音樂，而非透過混雜的音響來表現不適當的印象主義。
對此，作曲家布列茲說：「相當需要『燒燬圍繞德布西的迷霧』」。80
另外，德布西捨棄了發展的作曲手法，而是使用變奏手法，如此可以避免由
發展手法所帶來的高潮迭起，以便遠離華格納的軌道。在變奏的過程中，德布西
自由地穿插動機，而動機本身也會隨著音樂漸變，但是，就算產生變化，仍然可
以辨別出原有動機的本質與樣子。如果說將這個觀念對比到畫作上，則是接近印
象畫派的做法。81他們時常針對相同的景色，做許多幅畫作，表現不同光影之下的
樣貌。這個做法變化，是為了捕捉瞬間的光影差異，顏色呈現都相當不同。
儘管德布西的音樂中，有上述兩項可以與印象主義做出類比，但德布西的音
樂，或是說「音樂本質」，仍然較為趨近於象徵主義。82如同前面提過的，音樂自
身即能喚起許多事物、感受。法國文學家莫里斯（Charles Morice, 1860-1919）在
《今日的文學》（La littérature de tout à l’heure, 1889）寫到：「…音樂知道全部
的事情，即使是繪畫：它以聲音喚起夢中的景色。」83但是，這樣的景色，究竟是
長什麼樣的呢？音樂到底喚起了些什麼樣的事物與感受？
在討論這件事情前，有很大的因素決定它的結論。筆者認為，那就是「人」
這個聆聽音樂、接收資訊與轉化為情感的綜合體。由於每個人的生長背景不同，
不同的人面對同一件事、聽到同一首音樂，能夠喚起的情緒及反應，也都會或多
或少不太一樣。而音樂，究竟能給「人」什麼樣的感受，是難以定論的。但是，

80

‘there is a great need to burn the mist off Debussy.’ Roberts, op. cit., 39.
Ibid., 34.
82
Richard Langham Smith ed., Debussy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8.
83
‘…la musique sait tout, et même peindre: elle évoquer par des sons un paysage dans un rêve.’
Wikisource, la bibliothèque libre: Charles Morice, La littérature de tout à l’heure, 1889, last revised
January 11, 2015, accessed March 26, 2015,
http://fr.wikisource.org/wiki/Livre:Morice_-_La_Litt%C3%A9rature_de_tout_%C3%A0_l%E2%80%99
heure,_1889.djvu.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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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聽到音樂的瞬間，自然、自發性地產生「感覺」
，則是無法拒絕，可說
是必然的。德布西追求著這樣的自發性，認為音樂應該要切斷所有先入為主的理
論與常規慣例，才能夠碰觸、捕捉到人身上最為真實的經驗。84因此，面對音樂，
最重要的是去感覺心中到底有哪些情感浮現，也許是模糊的，那就是模糊，不需
要去釐清；如果它喚起非常清楚的畫面，則也是接受它。而無論清楚與否，都只
需要繼續跟隨音樂、感受情緒的變化。這些情緒的出現，如果和我們生活中出現
過的情緒相似，則也可以延伸到情緒是在什麼情境下出現。德布西的管弦樂曲《意
象》中，排練〈伊貝利亞〉（Ibéria）的時候他描寫到：「…人們和東西醒了過來，
有個男人賣西瓜，頑童吹著口哨，我相當清楚地看見了這些。」85這段話並非指可
以在音樂中，尋覓到類比的段落，而是「音樂給人的感受」
，與「幻想或真實世界
的親身經歷」
，產生了連結。我們跟隨著情緒感受，建立起音樂與平時經歷之間的
橋樑。如此一來，驗證了波特萊爾的「感應說」
，如同前面提到的概念：透過音樂
的暗示或象徵，能喚起對許多事物及感受。
德布西透過這樣的概念，達到了心靈感受層面上的「寫實」
，而非肉眼、外在
的寫實。如果真要說德布西的音樂與「印象」一詞有關聯，則是音樂觸發到心靈
感受的真實性。藝術評論家卡斯達那利（Jules-Antoine Castagnary, 1830-1888）認
為，就算是印象畫派也不完全是客觀地描繪景色，他說：「…他們（印象派畫家）
並非提供了一片景色，而是提供了，由景色製造出的感知。」86也就是說，即使是
印象畫派，也與音樂相同，讓觀看的人在看到畫作的一瞬間，心靈也被喚起某些
過往的經驗與感受，兩者和為一體，進而產生「現實感」
。面對印象主義，也不再
只是單純談論作畫技術與觀念的客觀性質，一切的重點，都回到了「人」身上：
84

Roberts, op. cit., 117.
‘…with people and things waking up. There’s a man selling water-lemons and urchins whistling, I see
them quite clearly.’ Ibid., 119.
86
“They are impressionist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render not a landscape but the sensation produced by a
landscape.” Ibid., 12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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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感受到，進而產生連結與回饋。
在瞭解了面對德布西的音樂，又或說面對音樂本身，可以從這些視角、觀點
來切入後，詮釋個別樂曲才有了中心的思想與基礎，以提供更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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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貝加摩》、《為鋼琴的》兩首組曲的相關背景

普法戰爭法國的戰敗，使國內興起了振興法國民族精神的運動，傳遍了文藝
各界。在音樂界作曲家的做法，除了向室內樂、樂團作品發展興旺的德國學習，
另外也回過頭來，找尋法國自身的民族特色與優點。這樣的思考路徑，讓他們往
路易十四統治的強盛時期挖掘，找出當時的音樂曲種或特色，加以學習、模仿，
使用在創作上，摩擦出創新的火花，使創作同時保有復古風格，與新時代的前衛
嘗試。而作曲家們所瞄準的曲種，「組曲」便是其中之一。

（一）組曲的起源
「組曲」的概念，是指將兩首以上（含）器樂演奏的舞蹈音樂放在一起，視
為同一組曲目，最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出現。音樂除了為舞蹈伴奏以外，慢慢地獨
立出來，不一定要搭配舞蹈，以器樂純粹演奏的方式演奏、聆賞。藉由舞蹈音樂
的通俗性，使大眾在聆聽時能夠容易受到共鳴。隨著時間的發展，到巴洛克初期，
器樂演奏曲獨立的形勢愈來愈明顯，漸漸地發展出器樂獨特的語法。
十七世紀的法國宮廷，由於魯特琴漸漸被大鍵琴取代，87鍵琴音樂在曲種上繼
承魯特琴的特性，把相當重要的舞蹈音樂移植到鍵琴上演奏。因此許多作曲家在
創作鍵琴音樂時，會以舞蹈音樂為主，反映出他們平時常需要用到跳舞這個社交
活動的生活習性。組曲一開始在法國出現，沒有規定需要使用哪些舞曲，只要是
兩首舞曲就可以。在當時的舞曲，主要都是二段體（binary form）
，是兩段長度相
當、音樂上大略相同的音樂。兩段都冠有重複記號，第一段從主調轉到屬調，第
二段則是屬調轉回到主調。這個創作舞曲的方法，持續了兩個世紀之久，在舞蹈
87

十七世紀出期魯特琴是宮廷中最流行的樂器，除了為法國宮廷歌曲（air de cour）伴奏，獨奏曲
目也很多。到了十七世紀中期，魯特琴演奏家戈提耶（Denis Gautlier, 1603-1672）家族相繼過世，
大鍵琴經過改良之後受到青睞，音量比較大聲，能夠適應愈來愈大的室內表演場所，因此漸漸地
取代魯特琴音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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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音樂或樂器獨奏曲上都可以時常見到。
最初在標題上使用「組曲」的樂曲，出現在 1557 年，是將兩首布蘭勒舞曲放
在一起。88而比較常出現的組合，則是通常慢速度二拍子的帕望舞曲（pavane），
情緒比較緩和；第二首則是三拍子、快速度的嘉拉德舞曲（galliard）
，情緒較帕望
舞曲活潑、激動。而第二首的創作，會以第一首的主題來變奏，產生對比性。
在十七世紀的組曲中，第一首樂曲通常是前奏曲，或是非舞蹈、抽象的音樂
作品，如觸技曲（toccata）
、幻想曲（fantasia）等。而在法國鍵琴組曲中，有一個
特別的曲種，稱為「無小節線前奏曲」（unmeasured prelude）。89音樂中沒有小節
線的限制，只標示出音值大略的長短與運音記號（articulation）且無符桿，節奏上
相當自由。這樣的做法，是作曲家模仿魯特琴演奏時調音、判斷演奏場地的環境
音響的狀況，提供鍵琴演奏者很大的即興表演空間。90
到十七世紀末時，有愈來愈多的舞蹈音樂被拿來使用在組曲中，不侷限兩首
舞曲的範圍內。常見的舞曲有：
1.

阿勒曼舞曲（allemande）：阿勒曼舞曲意思同「德國舞曲」，是弱起
拍、二分拍的舞曲，通常以中板的速度演奏。音樂上是明顯的旋律，搭
配伴奏的主音音樂（homophony music）。

2.

庫朗舞曲（courante）
：是法國的舞曲，
「courante」在字義上是「跑、
跳步」的意思。在音樂的呈現上分做法國式與義大利式兩種風格，法式
的速度約為中板，三分拍子的樂曲，通常是 3/2、6/4 或 6/8 拍；義式的
庫朗舞曲速度約為快板，使用流暢的旋律與和弦式的伴奏，強調旋律清

88

最早是活躍於十六世紀中的法國作曲家艾蒂安・迪特爾特（Étienne Du Tertre）出版的《布蘭勒
舞組曲》（suyttes de bransles, 1557）。
89
無小節線前奏曲又分做「全曲皆無小節標示」與「部分標示小節」兩種。前者有較多自由、即
興的性質，後者通常採用主題模仿的方式創作。
90
李宜芳，〈從拉摩鍵盤獨奏作品檢視法國大鍵琴學派的創作風格與變遷〉，《真理大學人文學報》
第十四期（十月號，2013）：5。
36

晰，類似主音音樂。相較之下，法式沒有主音音樂的傾向，而是多聲部
的做法，性格上較為優雅。
3.

薩拉邦德舞曲（sarabande）
：起源於中美洲，十七世紀以前在西班牙
境內流行，是女子在跳的舞蹈。由於動作中有許多扭腰擺臀的姿勢，被
認為是不檢點、挑逗男子的表現，曾經在 1583 年遭到禁止表演。十七世
紀中葉流傳到義、法等歐洲各地，漸漸變成器樂獨奏曲。舞曲的速度比
較緩慢，三四拍子，音樂從正拍開始，重音落在第二拍。原先在西班牙
流行時，舞曲的速度比較快，1650 年流傳到法國宮廷後，為了配合路易
十四的舞步速度，因此變得較慢，也讓現今對於薩拉邦德舞曲的認知，
是較為緩慢的。

4.

吉格舞曲（gigue）
：吉格舞曲英文又名「jig」
，流傳自英國愛爾蘭地
區，通常在娛樂活動的最後出現，跳舞時注重腳步的踏地與踢腿，上半
身需儘量保持穩定。此舞曲是二分拍快速度樂曲，通常是 6/8 拍或 12/8
拍，從弱起拍開始。樂曲的一開始時常有像是賦格（fugue）的創作手法
。音樂中有許多附點或切分拍的節奏，旋律清晰，常有跳進出現。

5.

小步舞曲（minuet）
：此舞曲是法國社交場合上常出現的舞步，跳舞
時的步伐小，相當節制有禮，因此受到大眾喜愛，廣為流傳。音樂是 3/4
拍子，速度中庸，以配合優雅的舞蹈動作。一開始小步舞曲為前面提及
的二段體，漸漸地擴充為三段體（ternary form）、91或小步舞曲與中段（
menuet and trio）結構較大的形式，92音樂的表現較深刻。

91

三段體意即一個完整的樂曲，由三個段落組成的樂曲形式。其中第一與第三段落音樂性質上相
似，第二段落的性質則與前後段落產生對比。三段體的小步舞曲，通常是小步舞曲 I－小步舞曲 II－
（反始）小步舞曲 I 三段。
92
「小步舞曲與中段」是小步舞曲結束之後，加入一段由三個樂器演奏的段落，結束之後再反始，
回到一開始的小步舞曲，因此稱之為中段。巴洛克時期的中段，由三個樂器的室內樂演奏，分別
是兩支雙簧管與一支低音管，因此得名為「trio」三重奏之意。古典時期的中段不再侷限給室內樂
37

這些舞曲種類雖然加入了鍵琴組曲裡面，但還沒有明確的順序，編排上較為
隨意，流傳到德國之後，也有許多作曲家創作此樂曲的形式。現在大家熟知的組
曲中舞曲順序，是作曲家約翰・雅各・弗羅貝格爾（Johann Jokob Froberger,
1616-1667）逝世後，由出版商出版他的第四冊組曲（suite of Libro Quarto, 1690），
各界才開始使用其作品中的順序：93阿勒曼舞曲、庫朗舞曲、薩拉邦德舞曲、優雅
曲與吉格舞曲。94這個順序，在德國影響到後來的作曲家如迪特里希・布克斯泰烏
德（Dietrich Buxtehude, 1637-1707）與約翰・瑟巴斯提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等人。而法國的作曲家則走著不同的路，大鍵琴音樂上貢獻顯
著的，以弗朗索瓦・庫普蘭（François Couperin, 1668-1733）與尚－菲利浦・拉摩
（Jean-Philippe Rameau, 1683-1764）兩人稱著。

（二）法國巴洛克時期鍵盤樂器之組曲
法國在路易十四統治期間（1643-1715），已經有許多鍵盤曲集（Pièces de
Clavecin），是作曲家將同調性的樂曲放在一起，將許多套曲目收錄成冊而成。組
曲（suite）一詞出現在 1687 年勒貝格（Nicolas Lebégue, 1630-1702）的第二冊鍵
盤曲集中，其組成的方式相當自由，不同於德國「阿勒曼舞曲－庫朗舞曲－薩拉
邦德舞曲－吉格舞曲」
，法國地區一路以來並沒有建立標準的順序模式。例如時間
上較晚的庫普蘭的鍵琴曲集中，
「阿勒曼舞曲－庫朗舞曲－薩拉邦德舞曲」的順序

演奏，但名稱仍持續流傳。
93
此順序在弗羅貝格爾死後才定型，其在生前並非都使用此順序創作組曲。早先的組曲只有三個
樂章，後來才加上吉格舞曲在第二或第四樂章。而最後的創作都將吉格舞曲放在最後，並在死後
由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出版。
94
「優雅曲」德文原文為「galanterien」或「galante musik」，法文原文為「galanterie」。中文又譯
華麗曲。意指組曲內不一定需要出現的舞曲，包括有：抒情調（Air）
、布瑞舞曲（Bourrée）
、嘉禾
舞曲（Gavotte）、小步舞曲（Minuet）、夏康舞曲（Chaccone）、帕薩卡雅舞曲（Passacaglia）與帕
瑟皮耶舞曲（Passepied）。
38

比較確定，95吉格舞曲則可能出現在薩拉邦德舞曲之前或之後，較不一定；選擇性
舞曲（小步舞曲、嘉禾舞曲等）則常常放在吉格舞曲之後，是相當自由的集結，
因此庫普蘭的組曲使用「ordre」一詞，來區別傳統組曲名稱「suite」。96
在這些舞曲中，時常帶有描述性的標題，像是「鄉村的」（villageoise）、「溫
柔地」
（tendrement）
、
「優雅地」
（gracieusement）等，做為性格或特色的描述，表
打出人、事、物的個性。作曲家以這樣的方式，傳達出作曲家想讓聽眾聽到的感
覺，一般稱作為「個性小品」
（character piece 或 genre piece）。97
早期的大鍵琴音樂語法，源自於魯特琴音樂的特色。由於魯特琴的琴聲無法
長久持續，因此大量地使用裝飾音（agréments, ornament），使旋律音能夠持續，
也更加華麗豐富。由於大鍵琴是羽管撥弦發出聲音，在音響上與魯特琴類似，因
此也有彈奏裝飾音的特性，並衍生出詳細的裝飾音記號，區別各種裝飾音差異。
這個做法在法國大鍵琴作曲家的音樂中都相當常見，庫普蘭與拉摩亦是如此，在
他們的鍵琴曲集前面，都會附上如何彈奏裝飾音的譜例，相當細膩。另外還有在
旋律音的前後，彈奏分解和弦，製造出延長音樂的效果，稱作「分解和弦風格」
（style brisé, style luthé）。
在調性上，受限於中庸全音律（Meantone temperament）的關係，庫普蘭在音
樂中使用的調性通常為 C 大調、A 小調、D 大調、D 小調、F 大調、G 大調和 G
小調為主，無法做出太多半音變化的效果，但仍然會嘗試，並且使用七和弦、九
和弦、不協和的裝飾音等，增添音樂的色彩。98拉摩在少見調性的嘗試上並不多，
而是側重於和聲的使用，除了使用法國傳統的不協和裝飾音，拉摩也受到義大利
95

庫朗舞曲通常以對曲呈現，二至四首不等。
庫普蘭出版了四套大鍵琴組曲集，分別是 1713、1717、1722 與 1730 年，共 27 套組曲，第一、
二冊之間還寫了《彈奏大鍵琴的藝術》一書；拉摩則出版了三套，分別是 1706、1724、1726 或 1727
年。
97
李宜芳，op. cit., 5.
98
相對地，比庫普蘭早些時間的作曲家，卻曾使用過不常見的調性創作，如 C 小調、升 F 小調、
降 B 大調與 B 小調等。李宜芳，op. cit., 1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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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影響，常在音樂中使用減七和弦、大量的半音變化，成為他音樂中大膽創新
的部分。
而彈奏方面，庫普蘭的音樂相當注重裝飾音的彈奏，需要面對許多不同的裝
飾音彈奏、注重彈出優雅的音色，不可以過於粗魯等。而拉摩的音樂較承先啟後，
承先的部分在裝飾音，雖然有使用，但在中後期創作漸漸減少，而是深化彈奏技
巧，像是雙手快速交替彈奏、快速的音階琶音、音程或和弦的連續彈奏、快速度
的大跳音程等，在創作上更炫耀、強化技巧，影響鍵琴樂器技巧的發展。99
雖然大鍵琴音樂在古典時期，漸漸被古鋼琴取代，另外也因為樂曲創作形式
漸漸往大型編制方向發展，組曲這樣的曲種不再受到愛戴，漸漸地沒有作曲家創
作。但是庫普蘭、拉摩等法國鍵琴作曲家，影響到了 19 世紀的聖賞斯、德布西、
拉威爾（Maurice Ravel, 1875-1937）
、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 1864-1949）
或 20 世紀的法國六人組（Les Six），在創作鍵盤音樂或其他曲種上，他們都有向
這兩位前輩借鏡。

（三）德布西時代的組曲創作
法國世紀末的作曲家，由於與德國戰爭敗陣，而興起國族意識，在音樂上也
要奪回發言權，而不是任由德國音樂大舉侵占法國的音樂界。因此，作曲家們在
創作上，嘗試做出純粹的法國風格，以精緻、小巧的音樂，取代德國規模龐大的
奏鳴曲、交響曲或歌劇。而「法國風格」是不走極端，不誇大，不庸俗，因此顯
得相當有節制，性質上比較含蓄委婉。在過去庫普蘭、拉摩的時代，對抗的是入
侵法國的義大利的音樂，而到了十九世紀末，要對抗德國的音樂，便也是向他們
的音樂創作學習，加上現代的精神、思維，融合出不同於德國的特質。

99

李宜芳，op. ci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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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較保守的學院派，或是革新的法蘭克幫，都有創作組曲這個曲種。然而
創作的理念與方向不盡相同，以下分做較保守的學院派與革新的法蘭克幫敘述：
1.

學院派的作曲家如聖賞斯、佛瑞等人，在創作上都有復古的做法，
而巴洛克時期的組曲，便是他們選擇的曲種之一。創作上是將幾首舞曲
或其他種類樂曲搭配在一起，不受限於巴洛克時期的舞曲順序，以保守、
溫和的浪漫語法創作，如聖賞斯的《D 大調管弦樂組曲》
（Suite in D major
for orchestra, 1863）
、
《F 大調鋼琴組曲》
（Suite in F major for piano, 1891）
，
出現了前奏曲、薩拉邦德、小步舞曲、嘉禾舞曲、吉格舞曲等法國組曲
中常用的舞曲；或是佛瑞的《F 大調管弦樂組曲》（Suite d’orchestre,
1865-1874）中，以快板、行板、嘉禾舞曲組成，組成方式自由。兩個例
子都是效法法國傳統組曲的復古創作，追憶國力強盛的十七世紀。

2.

法蘭克幫的作曲家如丹第、維內爾、狄帕克等人也在組曲上有過著
墨。雖然創作上強調廣泛學習日耳曼音樂、強調大型編制、室內樂、音樂
語法與配器法，但是在組曲的創作，比較不同於這樣的主張。例如丹第的
《古代風格》組曲（Suite dans le style ancien, 1886）
，其中使用前奏曲、入
場曲（Entree）
、薩拉邦德舞曲、小步舞曲、法式輪旋曲，而輪旋曲放在最
後，像是庫普蘭時代的編排方法，向十七世紀音樂傳統學習；配器上使用
弦樂四重奏，加上小號、長笛的小型編制，音色變化上也相當細緻多變，
音響上聽起來也有古代的效果。而維內爾的《布根第》組曲（Suite
bourguignonne, 1899）
，是多樣的樂曲組合，像是晨歌（Aubade）
、田園曲
（Idylle）
、鄉村舞曲（Danse rustique）等，雖然不是一般舞曲的集結，但
是將性質優雅的樂曲集結在一起，仍然保有法國細緻、微妙的氣氛。樂曲
架構上則受到德國影響，使用循環手法，以類似的動機串聯不同樂章，聽
41

起來有統一性。以上的創作例子，在保有「民族性」和「拓增國際視野」
上拉鋸，努力留下法國的文化傳統與氣質。

德布西生長在這樣的環境，為何到了學院生涯結束之後，選擇比較沒有人創
作的巴洛克時期組曲呢？首先，選擇這樣的曲種創作，是有意朝著復興法國音樂、
文化的方向前進。在普法戰爭的戰敗之後，法國興起了振興的意念。縱使德布西
也曾經與「法蘭克幫」的作曲家們一樣，透過模仿德國音樂語彙，100來改變法國
音樂圈的風氣與創作。然而真正屬於法國的精神，則是 17 世紀輝煌的法蘭西王國。
如同先前提到的，法國鍵琴組曲的發展上，有庫普蘭精細、多樣的裝飾音表現，
與拉摩在技巧上的琢磨，表現相當亮眼。而當時掌權的路易十四，國力強盛，也
帶動藝術發展，為後世確立許多文化與精神，並且影響英國與德國。也因此，德
布西以十七世紀的法國為本，發展出與他人相異的音樂創作之路。
第二，在 1887 年結束學業，到 1890 年的三年間，德布西創作的樂曲，大多
是鋼琴小品與聲樂獨唱樂曲，管弦樂曲的嘗試不多，大型鋼琴作品此時也還沒出
現。
《貝加摩》組曲在此時的鋼琴作品中，相較之下，算是比較大型的樂曲，可以
說是創作上的突破，而《為鋼琴的》組曲，則更進一步精煉後的結果。

（四）《貝加摩》組曲
德布西早期因為還沒有出名，販賣寫好的樂曲給出版商時，也不太會受到重
視。而等到成名之後，因為大受歡迎，樂曲才有機會重現。101早期將作品賣給出

100

德布西雖然曾經是華格納迷，但相較於他人趨之若鶩的表現，德布西則是反思，吸收華格納的
內涵或想法，使得他漸漸地在後來否定、批評華格納的音樂。Thompson, op. cit., 102-103.
101
德布西在 1890 年代時，都與出版商弗羅蒙合作，但 1900 年弗羅蒙驟逝之後，版權問題變得相
當複雜，直到德布西到 1905 年將版權移交到出版商狄朗之後，才釐清許多。《貝加摩》組曲即是
版權轉移之後，才發行的作品。若沒有轉移版權，以當時來說，出版日可能是遙遙無期的。
42

版商的出版日期，與真實創作日期可能相差很遠，會導致難以判斷樂曲是什麼時
候創作的，《貝加摩》組曲就是其中之一。這首樂曲在 1890 年代沒有機會可以出
版，待到德布西在 1903 年推出《佩利亞與梅利桑德》後名聲大噪，出版商弗蒙特
才催促德布西校訂樂譜，將樂曲出版。但是過去沒有人知道這首樂曲，若只標記
出版年，會像是新創作的樂曲。德布西為了要區別舊與新的作品，在這類早年寫
的樂曲，標下「1890」這個年份，向眾人表示這是他早期的作品。102
筆者使用《貝加摩》組曲的譯名，不同於台灣地區的中文書籍，以音譯譯作
《貝加馬斯克》組曲。103在法文原文中，「Bergamasque」是形容詞「貝加摩的」，
104

「Suite bergamasque」則意味著「貝加摩的組曲」。而「貝加摩」一詞跟這首樂

曲的關聯，則可以分成幾個部分闡述：
a.

義大利的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流行於 14 到 18 世紀，盛行
時間是 16 到 17 世紀間，發跡的地方據聞是在威尼斯省的城市貝加摩，105
而流行的地點則境內大城市都有，像是威尼斯、羅馬或那不勒斯等地。一
個劇團大約 6 至 10 人，都是專業的演員，帶著面具、在戶外搭簡單的舞
台，說著當地的方言與故事，即興演出給市井小民看。有別於當時演給貴
族看的文人劇，依照寫好的劇本，106使用拉丁文或帶著艱澀字彙的義大利
文表演。演出的劇團，像是街頭表演一樣收受捐贈金錢，或是打出知名度，
由貴族贊助；而慶典時期參與表演的話，則由當地市鎮提供資金（圖 1.1）
。
因為劇情都是即興的，所以故事主軸都不會太複雜，像是三角戀情、

102

德布西，
《德布西鋼琴作品全集，鋼琴作品 I、第 1 分冊》
，羅伊・霍瓦特（Roy Howat）編訂，
張奕明 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3），10。
103
中國地區譯作《貝加莫組曲》。
104
義大利文的「貝加摩的」是「Bergamasco」。「Bergamasque」是法語化的詞彙。
105
貝加摩（Bergamo）城位於米蘭東北方 50 公里處，背有阿爾卑斯山為屏障，是倫巴底區貝加摩
省的省會。原來是奧洛比（Orobi）部落的中心，公元前一九六年成為古羅馬城鎮，後來又成為倫
巴底公國的中心。1428 年歸屬威尼斯，1797 年由法國統治，1815 年成為奧地利領土，1859 年才
歸屬義大利。
106
「文人劇」又稱學問劇，義大利文為「commedia erudita」。
43

耍小聰明騙錢或傻子以智取勝的故事。107而故事中時不時會加入當地新聞、
重要的大事情，讓表演更為平民化。而一齣戲中一定需要的角色是老人
（vecchi）、僕人（zanni）和情侶（innamorati）這三個類型，演出像是：
想要結婚的情侶被老人阻撓，而在僕人的幫忙下，最後終成眷屬、大和解
的戲碼。
即興喜劇中的所有演員，都有固定的性格（stock character，類型化角
色），類似於中國京劇裡的生、旦、淨、墨、丑固定性格的角色。像是愚
鈍的老人、愛吹牛的軍官，
或狡猾的僕人，在戲劇中會
刻意突顯這樣的性格，鮮少
將其他情感帶進戲劇裡。其
他個性顯著的角色像是吝嗇
的威尼斯商人潘達隆
（Pantalone）、波隆那的老醫

圖 1.1 揚梅（Jan Miel, 1599-1664）：《城市
裡在貨運馬車上的義大利喜劇演員》

生（Dottore Graziano）、來自貝加摩的頑皮僕人阿爾萊基諾（Arlecchino）
等。108
戲劇中最受人注目的，大概就是擔任僕人角色的丑角了。這些丑角做
的事情通常與正戲沒有關聯，在一旁講笑話、表演特技，讓場子不會冷卻
下來，逗弄台下的觀眾歡笑，也因此即興喜劇中最受歡迎的角色都不是正
戲的演員，而是擔任僕人角色的演員。除了阿爾萊基諾以外，其他有名的
僕人像是彼特洛林諾（Pedrolino）
、109普欽內拉（Pulcinella）等。也因為僕
107

Martha F. Bellinge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Dram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7),
153-157.
108
阿爾萊基諾的別名為哈樂昆（Harlequin）。
109
「Pedrolino」字義上為「小彼得」，英文翻譯為「Little Pete」，中文音譯為「彼得洛林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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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角色大受歡迎，講到即興喜劇，特別容易想到這些調皮搗蛋的丑角，以
及他的來源地貝加摩（圖 1.2）。
義大利即興喜劇在 18 世紀中時傳到了法國，一方面由巴黎劇作家結
合當地的故事情節、城市歌謠劇
（vaudevilles），110演變為日後的法國喜歌
劇（opéra comique）；另一方面義大利式即
興喜劇繼續在法國民間流傳，慢慢地產生
質變，到 1697 年的時候，演變出「法國感
傷喜劇」（comédie larmoyante），軟化了角
色的固定性格，注入更多樣的情感表現。
僕人角色中的阿爾萊基諾和皮耶洛（Pierrot）
在這樣的時期興起，111表演時有更多的喜
怒哀樂穿插其中，皮耶洛帶著猶豫、靦腆

圖 1.2 僕人角色中相當有名
的阿爾萊基諾

的個性，想要追求女配角哥倫碧娜
（Columbine），但老是被愛捉弄人的哈樂昆阻撓，或橫刀奪愛，欺壓皮耶
洛。這樣的劇情，讓皮耶洛總是成為惡作劇中的笑料，性格在日後愈來愈
往沒有安全感、沒有自信、怕事、懶散方面延伸。
隨著即興喜劇的盛行，視覺藝術創作上也漸漸受到影響，以之為主題，
出現了兩種呈現方式。第一種是在 16 世紀時，寫實地繪出即興喜劇時的
場景，像是飲酒作樂、情人彼此調戲等快樂的生活形態；另一種則是在 17
110

城市歌謠劇起源於 1710 年左右，是城市中的一些現成的旋律小調，透過改編、填寫歌詞，串
在一起變成歌謠劇。最初在市集演出，內容通俗，歌詞簡單，相當受到歡迎。Donald J. Grout,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7th ed., ed. Peter J. Burkholder and Claude V. Palisca (New York: W.W.
Norton, 2006), 494-495.
111
「皮耶洛」這個名稱，是法文的「小彼得」，與義大利文的「彼得洛林諾」字義相同。他在即
興喜劇中，扮演第二僕人的角色。有別於第一僕人的敏捷、大膽，第二僕人多半站在舞台週邊，
插不入戲中，表現出害羞、憂鬱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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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時開始，將即興喜劇的角色，置入畫家自己想像、捏造的場景，例如
生於 17 世紀末的畫家尚－安東尼・華鐸（Jean-Antoine Watteau,
1684-1721），便在這樣的題材上有許多著墨，成名一方。
b.

華鐸生於法蘭西王國，路易十四、十五統治期間，是法國「洛可可」
風格（Rococo style）繪畫重要的畫家之一。112路易十四在位時實施中央集
權統治，為了鞏固權位，政治上控管各地諸侯、貴族，讓他們不敢造次推
翻政權，在藝術方面也迎合他品味保守、肅穆的特質，來強調他個人的權
勢，而不是站在討好一般欣賞者的角度。直到 1715 年路易十四去世之後，
路易十五（Louis XIV, 1710-1774）的作風較為自由、輕鬆、沈迷於享樂之
中，藝術創作風氣也不再迎合著國王，而轉向貴族、上層階級或平民。
在路易十四統治期間，已經常常有年輕男女穿著流行的服裝，相約到
鄉下、公園聚會遊樂，稱之為「田園聚會」
（Fête champêtre）
，聚會中不乏
有樂團伴奏，男女們唱歌、跳舞。這樣的娛樂活動，在當時有不少畫家採
寫實的方式呈現宴會中精緻優雅的感覺，描繪男女之間的愛情關係，並搭
配愛情神話題材，添加畫作中的神秘與優美的氣氛。而細緻的描繪下，也
使後人可以一窺當時貴族階級的娛樂活動、飲食、穿著等文化。
華鐸的畫作中不乏這些元素，但不只是以客觀寫實描繪，而是注重在
人物個性的刻劃，讓表面看似玩樂的畫作，有更深一層的氣氛、性格表達。
由華鐸開創的「優雅慶典」風格（Fête galante，或譯「歡樂的聚會」
）
，113描
繪出貴族、上層階級在大花園、田園間遊樂的場景，並加入即興喜劇演員

112

洛可可風格始於 18 世紀初，以法國巴黎為中心發展出的藝術風格。
「Rococo」一字源自於法文
的「rocaille」
，有「假山」
、
「貝殼、小石混合製成的岩狀砌面」之意。其精巧、明亮、優美、雅緻
與裝飾性為特色，以不對稱不規則代替對稱，別於路易十四時期藝術的龐大拙重與對稱性。
113
華鐸在 1712 年帶自己的畫作到法國美藝學院，使作品受到院士重視，並讓他在 1717 年擔任院
士。由於美藝學院中無法分類華鐸的畫作，因此開創新畫作類型，命名為「優雅慶典」
。
「Fête」一
字除了指大大小小的慶典外，也指一般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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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旁娛樂與會者，或唱歌、或跳舞。但是在娛樂他人的同時，華鐸也描
繪出丑角身穿亮麗的衣服，卻是可憐的表情，透露出自己的內心的不愉快、
看著他人歡樂與自己處境的對比、渴望愛情等。表面上以清淡鮮明的色彩，
快速的筆觸刷過畫布、稍微帶出的模糊感，渲染出畫作流暢、幸福迷人的
氣氛，但同時人物的心裏狀態，卻是一言難盡，不是滿腔欣喜的，畫作中
表現出強烈的對比與諷刺性質（圖 1.3）。
華鐸的風格，影響了日後同是法國洛可可風格畫家弗拉戈納爾
（Jean-Honoré Fragonard, 1732-1806），延續了這樣的畫風。隨後，吸引到
19 世紀後半象徵主義文學家，他們緬懷舊時代美好、夢幻的時光，逃避國
力衰弱的現實，華鐸的畫作便
給予他們一個想像的空間。而
世紀末德布西的音樂創作，同
樣帶著復古的精神，想望法國
國勢強盛的時代。明顯可以看
見華鐸的影響，是法國詩人魏
爾連早年的詩集《優雅慶典》

圖 1.3 華鐸《士人的聚會》（Partie Carrée）

（Fête galantes, 1869）與德布西的同名兩部藝術歌曲（Fête galantes,
1891-92, 1904）。
c.

魏爾連《優雅慶典》詩集，靈感取自於華鐸《優雅慶典》類型的創作，
在詩作中描繪華鐸畫作的情境，像是貴族的活動、曖昧的情侶大理石雕像、
高瘦的噴泉，而即興喜劇的演員也藏身其中。詩作的時間多半是在晚上，
氣氛比較深沈、含蓄，與華鐸作品多在白天不同。內容的描繪，則與華鐸
的做法類似，不單呈現表面美好迷人的人物景色與氛圍，而加入了淡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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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傷與惆悵，或是愛情的稍縱即逝、不如意，增加字裡行間的對比性，114
多了諷刺的性質，哀嘆人世間的無奈。
德布西共六首的藝術歌曲《優雅慶典》
，就以魏爾連的詩作為歌詞。115
德布西曾說：
「一首好的詩擁有其自身的節奏」
，116在譜寫上音樂時，著重
在將音樂與詩歌文字的韻律、音節的色彩與意境揉合在一起。透過音樂的
變化，可以感受到文字中的氣味、意境中的明暗，彷彿親身經歷，呼應了
波特萊爾的「感應說」
，透過音樂喚起其他官能的感受。在音樂的做法上，
德布西避免了華格納式的高潮，而是隨時配合歌詞改變織體、力度，追求
細緻微妙的差異，避免戲劇性、過度激昂的表現。
在《優雅慶典》以外，同樣使用魏爾連《優雅慶典》詩詞所做的歌曲
還有《悄悄地》
、
《月光》
、
《曼陀林》
（Mandoline）
、
《默劇》
（Pantomime），
全部都是在 1882 年創作。與這個題材相關的鋼琴曲，像是鋼琴四手連彈
作品《小組曲》（Petite Suite, 1886-1889）中的第一首〈船〉（En bateau）、
第二首〈行列〉
（Cortège）
，都使用了詩中的標題。而樂曲《貝加摩》組曲，
也是在這個題材下的音樂創作。

瞭解了前面即興喜劇、優雅慶典風格、魏爾連的詩作，漸漸地串聯起德布西
《貝加摩》組曲的輪廓，是什麼樣的思路，使德布西將樂曲題以此名，又為何以
巴洛克組曲的曲種創作。組曲共分為四個樂章，分別是〈前奏曲〉
（Prelude）
、
〈小
步舞曲〉（Menuet）、〈月光〉（Clair de lune）與〈帕瑟皮耶舞曲〉（Passepied），除
了〈月光〉的標題以外，其餘三個樂章都是巴洛克時期常用的舞曲類型，這邊就
114

林欣誼，〈魏爾連詩集《優雅慶典》與法文藝術歌曲關聯性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
論文，2006），21-22。
115
分別是第一冊：〈悄悄地〉（En sourdine）、〈木偶戲〉（Fantoches）、〈月光〉（Clair de lune）；第
二冊：
〈天真的少女〉
（Les Ingénus）
、
〈牧神〉
（Le Faune）
、
〈感傷的對白〉
（Colloque sentimental）。
116
“Good poetry has a rhythm.” Lesure, op. cit.,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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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德布西仿古的意圖。
第一樂章〈前奏曲〉，音樂是 4/4 拍。「前奏曲」過去使用在儀式、表演開場
前的調音，為了確認音是否準確，需要演奏不同的音符來確定不同的音程間是否
和諧，漸漸地，演化成一段即興的音樂，脫離平時樂曲的結構，音符的跑動自由。
《貝加摩》組曲的〈前奏曲〉中，可以明顯感受到這樣的氛圍。
這首〈前奏曲〉，另一方面受到佛瑞藝術歌曲《月光》（Clair de lune, 1887）
影響，顯現在樂曲中的素材使用（譜 1.1、譜 1.2）
。117佛瑞的《月光》一曲，使用
魏爾連的詩作作為歌詞，加以譜曲。譜例中的素材，在《貝加摩》組曲中，除了
〈前奏曲〉
，在〈小步舞曲〉
、
〈月光〉中也都可以看到，在後面的章節裡會提到（見
第二章第四節）
。也許在節奏上有細微的差異，但還是可以注意到彼此的關聯，也
讓音樂在變化中，仍然保持著部分一致。
譜 1.1 佛瑞藝術歌曲《月光》第 51-54 小節

譜 1.2 德布西《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33-34 小節

117

德布西，op. cit.,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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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樂章〈小步舞曲〉
，音樂與巴洛克時期的小步舞曲並沒有太相似，以往小
步舞曲的節奏形態，比較常看到是下方譜例中的節奏（譜 1.3）；118然而德布西的
樂曲，在樂節 A 第一段中有許多的十六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顫音，第二段即使
音值較大，仍然不是常見的節奏型。因此這首樂曲，像是德布西在「小步舞曲」
這個三拍子、中板的音樂框架下，構出了另一種形貌的音樂，一種屬於他個人對
小步舞曲的想像。
譜 1.3 小步舞曲常見節奏型態

第三樂章〈月光〉
，是《貝加摩》組曲中，顯而易見與魏爾連《優雅慶典》詩
作相關的樂章。119由於標題明顯有所關聯，在這邊附上原詩作：
Votre âme est un paysage choisi

您的心靈是幅精緻的景色

Que vont charmant masques et bergamasques

那兒，舞者們帶著迷人的面具漫遊著

Jouant du luth et dansant et quasi

彈著詩琴跳著舞，

Tristes sous leurs déguisements fantasques.

他們在怪誕的裝扮之下幾乎懷著憂傷！

Tout en chantant sur le mode mineur

所有的人都唱著小調，

L'amour vainqueur et la vie opportune

讚詠著得勝者的愛情與歡愉的人生，

Ils n'ont pas l'air de croire à leur Bonheur

他們卻好像不相信他們的幸福，

Et leur chanson se mêle au clair de lune,

他們的歌聲融合在月光中！

Au calme clair de lune triste et beau,

在沈靜憂鬱而又美麗的月光中，

Qui fait rêver les oiseaux dans les arbres

使鳥兒在樹叢裡入夢，

Et sangloter d'extase les jets d'eau,

也使大理石間，

118

Alfred Blatter, Revisiting Music Theory: A Guide to the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8.
出版商弗羅蒙（E. Fromont）在校訂《貝加摩》組曲第三樂章時，原本下的標題為〈傷感的漫
步〉
（Promenade sentimentale）
，取自魏爾倫《憂鬱詩篇》中的標題，與音樂的意境相近。但是《月
光》已經交付給印刷廠印製，因此讓德布西的作品中，出現了兩首聲樂曲、一首鋼琴曲名為《月
光》的樂曲。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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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grands jets d'eau sveltes parmi les marbres.

噴高的細長水柱喜極而泣！120

關於〈月光〉一曲的聯想，便可以連結到魏爾連詩的意境，或是華鐸極少數
描繪夜景的作品《義大利戲班》
（L’amore al teatro italiano, 1718）相呼應（圖 1.4）
。
畫中一群義大利即興喜劇演員夜晚在戶外跳舞彈琴，火炬之外的空間被黑暗籠罩，
月光則些微地穿透雲層。但是這樣的聯想，並不代表德布西的樂曲是純粹地描繪
出這些實景，而是透過音樂表現出丑角
在面具之下帶著悲傷的情緒，或是帶出
在月色下的朦朧、憂鬱、歡愉等氣氛，
就像詩中的「在沈靜憂鬱而又美麗的月
光中」
，不只是單純的「美的印象」
，而
是正、負兩面的情緒都包含其中。121
圖 1.4 華鐸《義大利戲班》

第四樂章〈帕瑟皮耶舞曲〉，是一

首 4/4 拍的樂曲，然而，實際上的帕瑟皮耶舞曲卻是三拍子，為何會有這樣的差
異存在？「帕瑟皮耶」舞曲最早的記載於十六世紀，法國布列塔尼地區（Brittany）
興起，二分拍、速度快，樂句以三小節為一句，並維持到十七世紀中。到了 1680
年，被盧利（Jean-Baptiste Lully, 1632-1687）改為三拍子，速度比小步舞曲還快一
些的舞步，在音樂會中供人跳舞。但是，德布西其實在一開始並非將樂曲標示為
「帕瑟皮耶」舞曲，而是「帕望舞曲」
。受到同時期作曲家佛瑞的《升 F 小調帕望
舞曲》（Pavane in F-sharp minor, op. 50, 1887/1903）影響，德布西寫了一首架構在
帕望舞曲風格上的樂曲。但是，樂章的標題在出版前被德布西修改，可能是德布
西擔心大眾會認為，與佛瑞同是升 F 小調的樂曲過於相似、氣氛上也有異曲同工

120

121

周同芳，《佛瑞與法國藝術歌曲》（臺北：全音樂譜出版社，1990），169。
Roberts, op. cit.,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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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妙，因此將標題改為「帕瑟皮耶舞曲」
。樂曲中除了調性相同，在一開始的音樂
上，佛瑞使用弦樂撥奏分解和弦，而德布西在樂曲上的做法上也相當（譜 1.4、譜
1.5））。
譜 1.4 佛瑞《升 F 小調帕望舞曲》第 1-7 小節122

譜 1.5 德布西《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1-7 小節

續下圖

《貝加摩》組曲帶來的想像，像是一場夢境，可以感覺到古代人的穿著、活

122

此鋼琴版本為庫德族作曲家 Nawa Kukerji 改編。
http://petrucci.mus.auth.gr/imglnks/usimg/9/9a/IMSLP58775-PMLP23798-Pavane_for_Pian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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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精神或態度，以及整體的氣氛。透過樂曲，可以感受到德布西的復古方式，
是多麼的直達人心，使聆聽者與之共鳴。但即使有如此多的連結與聯想，這些東
西的順位，都不是在音樂之前該想的，不能因此思索著如何將音樂對比到繪畫或
其他藝術上，這樣反而侷限了自己，也迫使演奏者無端去幻想些場景、畫面或意
境來自圓其說。相反的，應該以音樂帶給演奏者的象徵為主，可能是畫面、字句
或感受，也許是不清楚、相當隱晦難以言喻，但去注意音樂與自己所產生的共鳴
是哪些事情，才是最根本應該注意的。

（五）《為鋼琴的》組曲
十七世紀的巴洛克時期，大鍵琴曲目漸漸在義大利、尼德蘭（Netherlands）、
英國、法國和德國地區興起，成為一種廣泛使用的曲種之一。在當時，大鍵琴主
要的樂曲，可大致分為三類：
a.

帕望舞曲與嘉拉德舞曲，盛行於英國、法國；

b.

自由即興的曲種，如里切卡爾、幻想曲、觸技曲與短歌，盛行於義
大利；

c.

變奏曲，盛行於英國。

而德國地區當時處於三十年宗教戰爭（1618-1648），發展較晚，待戰爭結束
之後，德國作曲家赴義大利取經，並且偏好里切卡爾這種主題模仿曲上，慢慢發
展出賦格曲，也達到對位音樂創作之巔。
由於大鍵琴在表演中比較大聲，漸漸取代音量較弱的魯特琴，造成地位竄升，
使許多作曲家為這樣器樂創作許多樂曲。這些樂曲在創作的時候，通常會在標題
中記上「大鍵琴的」（Pièces de clavecin）或「為大鍵琴而做的」（pour clevecin）
字樣，在法國庫普蘭、拉摩的《大鍵琴組曲》第一冊（Premier livre de piece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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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vecin）
，或是德國作曲家韓德爾（Georg Friedrich Händel, 1685-1759）的作品《八
組大鍵琴組曲》
（Otto suite per clavicembalo, 1720）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標示。從這
樣的角度來推敲德布西《為鋼琴的》組曲，可以意會到，標題的意思完整地來說，
可以稱作是「為鋼琴而作的」組曲。德布西使用這樣的標題，其實背後是一個仿
古的概念，效法巴洛克時期的組曲創作與鍵盤樂器創作，但一方面，十九世紀末
並不流行大鍵琴樂器，因此標題「為鋼琴的」也顧及了新時代的創新觀念，凸顯
了不同時代的背景因素，以及思考脈絡。
這首《為鋼琴的》組曲，標題直截了當，沒有給予視覺或結合其他人類學想
像的空間，在音樂呈現上也相對比較古板，不同於德布西早期音樂創作，還保有
浪漫音樂的影響，或是許多成熟時期的創作都賦予了視覺性的標題。在 1901 年出
版之後，這樣古板的性質，讓拉威爾感到自己的鋼琴創作，比德布西更為新穎。
拉威爾寫給樂評家拉羅（Pierre Lalo, 1866-1943）的信中說到：

…現在，我的作品《噴泉》在 1902 年之初出版了，但同時間，德布西只寫
了《為鋼琴的》三首作品。不用我說，這首作品我懷著強烈的讚賞，但從鋼
琴的角度來看，並沒有說出什麼新穎的東西。123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在這首樂曲，看到德布西仿古的概念與手法。即使
音樂的內容，沒有像成熟時期和聲多變、異國風格的旋律使用或多元的題材，還
是可以看到德布西預示著日後朝著復古概念創作音樂，像是《聖賽巴斯提安的殉
道》
、
《天國的少女》
、晚年的三首奏鳴曲等，都是過去的故事或過去曾經出現過的
創作形式。

123

‘…Now, my Jeux d’eau appeared at the beginning of 1902 and at that time Debussy had written only
the three pieces for the piano (Pour le piano). I need hardly say to you that it is a work for which I have a
fervent admiration, but from the pianistic standpoint it says nothing really new.’ Roger Nichols, Ravel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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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前奏曲〉是 a 自然小調，3/4 拍。這首樂曲可能有受到德國作曲家巴
赫的影響，有點像是在模仿他的作品《a 小調前奏曲與賦格》
（Prelude and fugue in
a minor, BWV 543）中的前奏曲。德布西的在第六小節開始的主題，最低音有 A
音持續，中間的旋律是四分音符、級進的音符，而高音有十六分音符分解和弦（譜
1.6），從巴赫作品中最低音有 A 音持續，中間的低音間斷地出現四分音符級進的
旋律，高音是十六分音符分解和弦或三連音分解和弦（譜 1.7），可以看得到相當
類似的做法。124
譜 1.6 德布西《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6-9 小節

譜 1.7 巴赫《a 小調前奏曲與賦格》〈前奏曲〉第 10-15 小節

124

德布西，
《德布西鋼琴作品全集，鋼琴作品 I、第 2 分冊》
，羅伊・霍瓦特（Roy Howat）編訂，
張奕明 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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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合理地認為，德布西回頭看巴洛克時期，並不是只有找尋法國作曲
家的創作，而連德國方面也都有涉獵。事實上，德布西本人相當讚賞巴赫，他曾
經在 1889 年的某場聚會中，填寫了性向調查問卷，裡面問到：「你最喜歡的畫家
與作曲家」這一項，德布西回答了：牟羅（Gustave Moreau, 1826-1898）、波提且
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帕勒斯替那（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c.1525-1594）、巴赫與華格納。125德布西另外也在他擔任評論家的《白色雜誌》
（Revue Blanche）裡，讚賞巴赫音樂中旋律豐富，普遍存在著「阿拉貝斯克」：

文藝復興時期的作曲家，諸如帕勒斯替那、維多利亞（Tomás Luis de Vittoria,
c.1548-1611）、拉絮斯（Roland de Lassus, 1532-1594）等，經常體現出神妙的
阿拉貝斯克；在這方面，他們無疑受到葛雷果聖歌的啟發；他們以紮實的對
位手法，建構出柔細微妙的交織花體圖案。巴赫承續了這個傳統，將這種效
果發揮地更加流暢自然，儘管巴赫俱有紮實嚴謹的技巧，他的音樂之美卻主
要是透過自由的放任的無窮變化，而一直感人至今。」126

從這些言談中可以看到，德布西對巴赫讚譽有加，也不忘向他學習，從巴赫
的樂曲中取得創作經驗。德布西的這首〈前奏曲〉
，可以看見管風琴音樂中快速音
符流動的性質，除此之外筆者也認為，可以察覺到像是管風琴彈奏和弦時的壯闊
音場（譜 1.8），或是強調音色變化，像是管風琴調整音栓、表現出不同樂器的搭
配（譜 1.9）。德布西在「為鋼琴而作」的作品中，展現管風琴的特質，也是對鋼
琴音樂的音響做出嘗試與開發。

125

陳漢金，op. cit., 83.
‘Palestrina, Vittoria, Orlando di Lasso, etc. had this divine sense of the “arabesque.” They found the
basis of it in Gregorian chant, whose delicate tracery they supported with twining counterpoints. In
reworking the arabesque, Bach made it more flexible, more fluid, a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Great
Master always imposed a rigorous discipline on Beauty, he imbued it with a wealth of free fantasy so
limitless that it still astonishes us today.’ Roberts, op. cit., 67. 譯文出自陳漢金，op. cit., 9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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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1.8 德布西《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43-45 小節

譜 1.9 德布西《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83-90 小節

第二首〈薩拉邦德舞曲〉
，德布西承續薩拉邦德舞曲的特性，此樂曲為緩板，
3/4 拍的樂曲，也在音樂中強調了第二拍為重拍的特性，是《貝加摩》
、
《為鋼琴的》
兩組作品舞曲中，唯一循巴洛克時期的傳統所做的舞曲。
這首樂曲原本是收錄在未出版的《意象》（Images oubliées, 1894/1977）中的
第二首，提獻給畫家朋友的女兒勒羅爾（Yvonne Lerolle）。但由於後來不知何故
的消失，樂曲一直沒有出版，直到鋼琴家科爾托（Alfred Cortot, 1877-1962）得到
了手稿，才有機會繼續流傳，並在多年後的 1977 年重新出版。而 1901 年《為鋼
琴的》組曲手稿中，德布西沿用先前《意象》的〈薩拉邦德舞曲〉並加以潤飾。
這首樂曲在創作的做法上，與德布西的另一首樂曲－《意象》（Imag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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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1912）第一冊中的〈向拉摩致敬〉
（Hommage à Rameau）－有相似之處。
〈薩
拉邦德舞曲〉的一開始，有連續七和弦的齊奏，接著在第五小節是單音齊奏（譜
1.10）；而〈向拉摩致敬〉一開始是單音齊奏，接著是連續和弦彈奏（譜 1.11）。
兩首樂曲緩慢的速度，音樂中有許多單音或和弦的齊奏，沒有明顯的伴奏－旋律
關係，像是在模仿中世紀的葛雷果聖歌127，給予了莊重、肅穆的氣氛。
譜 1.10 德布西《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1-8 小節

譜 1.11 德布西《意象》第一冊，〈向拉摩致敬〉第 1-6 小節

127

基督教儀式中，歌唱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一部份。葛雷果聖歌是八世紀時，在羅馬教廷整理各地
方性聖歌後，集結統一而成的聖歌。音樂為單旋律齊唱，而歌詞、音符與樂句的表現有相當多的
變化。Donald J. Grout,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7th ed., ed. Peter J. Burkholder and Claude V.
Palisca (New York: W.W. Norton, 2006),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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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單純在音樂中有類似的樣子，筆者認為，
〈薩拉邦德舞曲〉與〈向拉摩致
敬〉帶著同樣在追憶十七世紀的精神。然而，如果要回到十七、十八世紀的年代，
音樂為何不是以巴洛克時期的音樂特質呈現，而是向中世紀模仿呢？其實這個時
代，是高度發揚科學、實驗與理性的精神，追求物質的進步和工商業的繁榮。然
而在這樣的社會下，許多人認為現實社會太過於物質，生活平淡無趣，感受不到
人性、精神性的部分。因此，許多人士興起了「頹廢」思想，借由逃避現實，轉
而尋求精神性、靈性的慰藉。128而「頹廢」的做法，則是如德國「拿撒勒畫派」
（Nazarener, 約 1809-1840）主張回到中世紀，尋求未被西方近代文明敗壞的中古
時期，或是英國的「前拉斐爾畫派」
，主張回到文藝復興早期，還有更古老的中世
紀，去找尋充滿靈性、宗教性的時代。129有了這樣的概念，就可以理解為何音樂
的復古是包含了「中世紀」的概念與音響效果。另一方面，德布西的音樂不一定
是「描繪」標題，我們不能從音樂中嘗試著去找到「薩拉邦德裡中世紀聲響代表
什麼」
、
「拉摩在音樂裡的哪裡」等，而是同第一章第三節裡提到，德布西說過的：
「…以普通的方式，由身體去感受這主題」
，音樂帶來的是一種氛圍，需要由全身
上下的接收器去感應，與之共鳴。

第三首〈觸技曲〉。「觸技曲」起源於文藝復興，是從儀式音樂前的調音發展
出來，獨立成即興風格與炫耀技巧的樂曲。
「toccata」原意為碰觸的意思，在音樂
上是彈到就離開、彈奏快速的音符的樣子。德布西在樂曲中展現出相當充分的流
動性，從頭至尾快速的十六分音符都沒有間斷過，以音階、琶音、分解和弦與顫
128

「從主張物質與科技進步的實證主義者的眼光來看，這股反作用是非正面的、是『頹廢的』；
頹廢風潮盛行在十九世紀末以實證主義的眼光來看，是負面的、令人彷徨的『世紀末』
（fin-de-Siècle），
它正如《西方的沒落》一書的作者史賓格勒（O. Spengler）悲觀的看法，或者像華格納的《指環》
所預示的，是西方文明進入衰頹階段的開始。」陳漢金，op. cit., 87.
129
I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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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等音型勾勒出音樂的特徵。
在音樂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德布西效法古人的做法。
〈觸技曲〉的開頭，與
巴赫的《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與組曲》（Sonatas and partitas for solo violin, 1720）
第三號組曲的〈前奏曲〉相當類似（譜 1.12、譜 1.13）
。在這單旋律的樂曲開頭，
就可以感受到音樂帶來流暢度與快速音符的持續性，開宗明義的表示了「觸技曲」
這個高度要求技巧的作品。
譜 1.12 德布西《為鋼琴的》〈觸技曲〉第 1-4 小節

譜 1.13 巴赫《無伴奏小提琴組曲》第三號組曲〈前奏曲〉第 1-4 小節

縱觀兩套組曲，雖然創作年代並不是在同一個時期，但追溯法國十七世紀的
概念深植於樂曲創作概念之中。而兩套組曲同樣是師法過去，卻又從各種不同角
度切入創作，這樣全面性的理念與創作執行，絕不是對過去有些表面的想法就可
以做到，而是深度地專注在這個題材，才能夠深入淺出，並且化作為自己的語彙，
來向眾人展示。在這一章中裡，筆者描述樂曲背景以及創作的概念，而實際上的
音樂作法，筆者則在下一個章節中，劃分不同類別，加以描述與比對，提供德布
西如何將振興法國精神、模仿古代的做法更進一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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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貝加摩》、《為鋼琴的》組曲分析比較
《貝加摩》、《為鋼琴的》組曲，分別創作於 1890 年（1905 年出版）與 1901
年。兩首在二十世紀前後創作的樂曲，彼此之間有什麼樣的相似與差異，與巴洛
克時期的組曲之間的相同與不同，筆者在這個章節中將會依不同的面向，如曲式、
舞曲的使用、調性與調式、和聲、旋律與節奏、樂句的構成等，來探討兩套組曲。

第一節

組曲的組成與曲式結構

在前面的章節中，提到了巴洛克時期的組曲的構成，德國以阿勒曼－庫朗－
薩拉邦德－吉格舞曲的順序組成，法國則是沒有特定的順序，是將不同的舞曲集
結成冊。在這一節裡，將會探討德布西的組曲中，舞曲的使用、舞曲的曲式結構，
是否與巴洛克時期組曲的舞曲、曲式有相同或相異之處。而曲式與調性的關係，
也會在本節中以概述的方式討論。

（一）組曲的組成
德布西在兩套組曲的小曲數量上，分別是《貝加摩》的四首小曲與《為鋼琴
的》三首小曲，而第一首都是〈前奏曲〉，是兩套組曲中，唯一都有出現的曲種，
也相對接近巴洛克時期的組曲，時常以「前奏曲」作為第一首，接著才有後面的
舞曲的做法。在《貝加摩》〈前奏曲〉後面的樂曲，分別是〈小步舞曲〉、〈月
光〉1、〈帕瑟皮耶舞曲〉，排列上與巴洛克時期德國的做法沒有相近之處。而《為
鋼琴的》〈前奏曲〉之後，為〈薩拉邦德舞曲〉、〈觸技曲〉，同樣沒有和巴洛
克時期相似的地方。兩套組曲都是自由地集結舞曲或器樂曲。這樣的做法，筆者

1

〈月光〉一曲，風格上比較接近巴洛克時期抒情性質濃厚的〈歌曲〉
（air、ayre 或 aria）
，有法國
宮廷歌曲（air de cour）的影子在。「宮廷歌曲」是抒情、清晰的歌唱旋律，搭配魯特琴伴奏的主
音音樂，音樂主要以調式音階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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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比較接近法國式的做法，沒有特定順序，將不同舞曲、器樂曲集結成冊。兩
組樂曲中，除了前奏曲以外，其他舞曲與器樂曲各只出現一次，都沒有重複使用。
因此，可以看出樂曲的選擇上，是相當自由的，亦不受到巴洛克德國時期既有模
式拘束。
表 2.1 《貝加摩》、《為鋼琴的》組曲中曲目數量與曲種
《貝加摩》組曲

《為鋼琴的》組曲

第一首

〈前奏曲〉

〈前奏曲〉

第二首

〈小步舞曲〉

〈薩拉邦德舞曲〉

第三首

〈月光〉

〈觸技曲〉

第四首

〈帕瑟皮耶舞曲〉

在下面的文章中，部分地方以數字來稱呼組曲中的小曲，如《貝加摩》組曲
的第一、二首…等，取代〈前奏曲〉、〈小步舞曲〉等文字，以便閱讀。

（二）曲式架構
曲式架構方面，巴洛克時期的舞曲，除了輪旋曲（rondeau）曲式為 ABABA、
2

或夏康舞曲（chaconne）以變奏的方式寫成樂曲，其他的舞曲主要都是二段體

（Binary form）為主。而組曲中有時也會在庫朗、薩拉邦德與優雅曲等舞曲，使
用「舞曲與變奏」的做法，3在變奏演奏完之後，需要反始到原本的舞曲，大架構
上形成了 ABA 三段，整個曲子則成為複合式三段體（compound ternary form）。
而德布西的這兩套組曲，在各個樂曲的曲式架構上，則以複合式三段體為主，
另外還有變形三段體（modified ternary form）、輪旋曲式（rondo form）（表 2.2），
與巴洛克時期的舞曲常用二段體不同。而就算是複合式三段體，也不是巴洛克時

2
3

「輪旋曲」又譯為「輪舞曲」。
如〈庫朗舞曲與變奏〉
（Courante and double）
、
〈布雷舞曲與變奏〉
（Bourée and double）等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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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舞曲與變奏」的做法，因此是有差異存在的。
而德布西的兩套組曲中，使用複合式三段體的樂曲，是音樂裡的樂節
（section，
如 A、B、A’等），有完整兩個、三個樂段（period）的結構。因此，這裡使用複
合式三段體的樂曲結構，規模都來得大。而三段體的架構，代表著樂曲有重現一
開始的主題，比較是受到奏鳴曲曲式的影響，聆聽時會像是「呈示－發展－再現」
的感覺，也會感受到音樂起伏與奏鳴曲式有類似的地方。

而曲式上比較特殊的，是《貝加摩》組曲的〈前奏曲〉與《為鋼琴的》組曲
的〈觸技曲〉。〈前奏曲〉一曲為變形三段體 A、B、C、A’，是一般的三段體 A、
B、A’中，加入一段 C 樂節，其主題性質明顯與樂節 A、B 不同，篇幅與其他樂
節相當，是一個獨立的樂節。而每個樂節都有兩個以上（含）的樂段，是完整的
結構，因此也有複合式的架構在裡面。
《為鋼琴的》組曲中，
〈觸技曲〉的輪旋曲式，是 A、B、A、C、A 五段與尾
奏。這個曲式可以與巴洛克時期的「輪旋曲」這個舞曲比較。巴洛克時期的輪旋
曲，在每一個樂節的主題，性質上差異不大，各段調性以轉到近系調為主。不過
德布西的〈觸技曲〉各主題差異大，調性的轉換以遠系調為主，比較像是受到古
典時期的奏鳴曲中，時常會見到輪旋曲式影響（或輪旋奏鳴曲式，sonata rondo
form）
。因此，在組曲中使用輪旋曲式，概念上可以說是承接自巴洛克時期，不過
內容的做法比較像是古典時期。
另外，兩首組曲中的每一首樂曲，在樂曲的最後都有尾奏段落。
《貝加摩》組
曲每一首樂曲的尾奏，以終止式不斷出現的方式確認調性的感覺。而《為鋼琴的》
組曲每一首樂曲的尾奏，則都是一段性質與主題較為不同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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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樂曲之曲式使用
曲式
樂曲

複合式
三段體

〈前奏曲〉

變形
三段體

輪旋曲式

●

尾奏
●

《貝加摩》

〈小步舞曲〉

●

●

組曲

〈月光〉

●

●

〈帕瑟皮耶舞曲〉

●

●

〈前奏曲〉

●

●

〈薩拉邦德舞曲〉

●

●

《為鋼琴的》
組曲

〈觸技曲〉

●

●

這些樂曲主要出現複合式三段體、尾奏、尾奏，可以判斷出組曲裡的各個樂
曲，在曲式架構上看不到巴洛克組曲的樣子，而是受古典時期的奏鳴曲式影響較
深，音樂的高潮起伏比較像奏鳴曲式的鋪陳。

（三）曲式架構調性的轉換
巴洛克時期的音樂，受到調律的限制，音樂中無法出現太遠的轉調，否則音
律會不和諧。因此，在樂曲調性的使用上，以三升降內最常見。其樂曲中常見的
轉調方式，大、小調有所差異：
1. 大調：第一段從主調轉到屬調、第二段從屬調轉回主調
2. 小調：同上。或是第一段從主調轉到關係大調、第二段從關係大調轉
回主調（圖例【2-1】）。
從這邊可以看出，巴洛克時期音樂的轉調，不會出現太過複雜的調性轉移，
以關係調、近系調為主。但是在德布西的組曲中，曲式並不符合二段體，且並非
純粹依照巴洛克的風格，而是帶入新時代的語彙與手法，因此在調性的使用上，
與巴洛克時期有差異的地方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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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巴洛克時期二段體常見轉調方式

由於兩套組曲中，不同樂曲的曲式與調性的變化，或多或少有不同之處，筆
者將以不同的曲式作分類，以便討論。

首先是變形三段體的《貝加摩》組曲〈前奏曲〉。此曲的段落分別是 A、B、
C、A’，主要的調性是 F 大調，在樂節 A、A’出現。樂節 B 的調性轉到 a 自然小
調，是近系調的範疇。樂節 C 調性可以用大範圍的角度，看做是 F 大調；或是細
f

f

分轉調的經過，從 B 利第安調式→B 大調→A 大調→F 大調的調性轉移。
如果樂節 C 以 F 大調來看，此曲就都使用近系調創作；如果是以細分的轉調
f

來看，就可以看做有經過遠系調 B 利第安調式、A 大調的做法。筆者認為，此曲
是比較接近近系調的創作，比較接近巴洛克音樂的做法。
表 2.3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曲式與調性之關係
樂節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
主調：F 大調

與主調關係

樂節 A

F 大調

原調

樂節 B

a 自然小調

轉到近系調

f

細分：B 利第安

細分：

f

樂節 C

F 大調

→B 大調

轉回原調 有經過遠系調、

→A 大調

轉回原調

→F 大調
樂節 A’
尾奏

F 大調

原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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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同樣是複合式三段體的《貝加摩》
〈小步舞曲〉
、
〈月光〉
、
〈帕瑟皮耶舞
曲〉、《為鋼琴的》〈前奏曲〉、〈薩拉邦德舞曲〉，各首樂曲的狀況都不太一樣，筆
者以條列式舉出各個樂曲獨特之處。
1.

《為鋼琴的》
〈薩拉邦德舞曲〉
在音樂中的轉調在近系調的範圍，
s

s

從 c 自然小調轉到 g 小調，是兩套組曲中調性使用最簡潔的樂曲，
也比較接近巴洛克時期轉到屬調、關係調的做法。
2.

調性使用相對簡潔的，是《貝加摩》
〈月光〉一曲，音樂主要都
f

s

在 D 大調上，樂節 B 短暫轉到 c 自然小調，只有六個小節，即轉
回原調性。而這個同音異名的轉調法（enharmonic modulation），主
要出現在浪漫時期的音樂中，是轉到遠系調的手法，與巴洛克時期
的轉調方式不同。不過整體上聽覺上不易察覺轉調，像是在同調性
內的音樂，因此仍然像是近系調的音樂。
3.

s

《貝加摩》
〈帕瑟皮耶舞曲〉的主調是 f 自然小調，出現在樂節
A、A’，中間的樂節 B，調性大多是關係調 A 大調，與巴洛克時期
f

f

調性的使用相似。但有 12 小節轉到遠系調 A 大調。從 A 大調→A
大調→A 大調的轉調雖然在巴洛克時期就有這樣的手法，但不會轉
到相差半音的遠系調，因此這個地方不同於巴洛克時期的音樂。
4.

《為鋼琴的》〈前奏曲〉，在樂節 A 從主調 a 自然小調轉到關係調 C
f

大調。但是 C 大調之後的樂節 B，轉到 A 全音音階上。這是兩套組
曲中，唯一一首出現全音音階的樂曲。而 a 自然小調→C 大調的轉
調還可以與巴洛克時期做對比，但全音音階相當新穎音響，主要使
用在 19 世紀末，是跳脫巴洛克時期的音樂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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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節 A、A’轉到關係調的做法，其實也像是古典時期的奏鳴曲
式的轉調方式；樂節 B 則像是發展部，古典時期發展部調性上比較
不明、一直轉換，而這首〈前奏曲〉則以全音音階脫離調性音樂。
因此，此曲也可以看成是類似奏鳴曲式的做法。
5.

所有樂曲中調性轉移最多次、都轉到遠系調的，是《貝加摩》
〈小步
f

舞曲〉。在樂節 A 中從 a 自然小調轉到 B 大調，再轉回原調；樂節
f

B 的第一段是 F、E 利第安調式音階，第二段是 D 大調；樂節 A’從
f

f

E 大調→A 大調→A 大調，都在遠系調上。在樂曲的尾奏，才從 A
大調利用平行轉調，回到 a 自然小調。由於都轉到遠系調，在調性
的使用上，與巴洛克時期相差最大，沒有相似之處。

表 2.4 《貝加摩》組曲第二至四首，
《為鋼琴的》組曲第一、二首曲式與調性之關
係
樂節

樂節 A

〈小步舞曲〉
主調：a 自然小調

與主調關係

a 自然小調

原調為主

→B 大調

、短暫轉到

→a 自然小調

遠系調

f

f

→E 利第安調式

f

主調：D 大調
f

D 大調

與主調關係

原調

f

F 利第安調式
樂節 B

〈月光〉

D 大調
遠系調

→D 大調

s

→c 自然小調

轉到遠系調

f

→原調

D 大調

原調

→D 大調

f

→E 大調
樂節 A’

f

→A 大調

遠系調

A 大調
尾奏

a 自然小調

原調
（續下表）

樂節

〈帕瑟皮耶舞曲〉
s
主調： f 自然小調

與主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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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樂節 A
樂節 B
樂節 A’
尾奏

s

f 自然小調

原調

A 大調

近系調為主

→A 大調

f

、短暫轉到遠

→A 大調

系調

s

原調

f 自然小調

〈前奏曲〉
樂節

樂節 A
樂節 B
樂節 A’
尾奏

主調：a 自然小調

《為鋼琴的》組曲
〈薩拉邦德舞曲〉
與主調關係

主調：

與主調關係

s

c 自然小調

a 自然小調

原調→

→C 大調

轉到近系調

f

A 全音音階

遠系調

a 自然小調

原調→

→C 大調

轉到近系調

→a 自然小調

→原調

a 自然小調

原調

s

c 自然小調

s

c 自然小調
s
→g 小調
s

c 自然小調

原調

原調→
轉到近系調
原調

最後，是輪旋曲式的《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
。由於此曲的做法上比較接
近古典時期的輪旋曲式，因此調性的使用勢必需要跟古典時期做比較。輪旋曲式
在古典時期的調性使用，大、小調有些異同處，下圖為各個樂節可能使用的調性。
圖 2.2 五段式輪旋曲式常用的調性

而這首〈觸技曲〉一曲，並沒有照過去輪旋曲式常用的調性關係，而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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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相差半音的調性、平行大調的做法。此曲主要調性是 c 自然小調，在樂節 A、B、
s

A’雖然有像是轉調的段落，但篇幅不多，仍然都屬於 c 自然小調的範圍內。樂節
s

C 轉到了 C 大調，是轉到相差半音的做法。樂節 A’’轉到主調的平行調 C 大調，
也是遠系調。相對比較之下，這首樂曲的轉調手法，與古典時期的慣用手法，也
是相異甚多，沒有雷同之處。
表 2.5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曲式與調性之關係
樂節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
s

主調：c 自然小調

與主調關係

樂節 A
s

樂節 B

c 自然小調

原調

樂節 C

C 大調

遠系調

樂節 A’’

C 大調→c 自然小調

s

平行大調

尾奏

C 大調

樂節 A’

s

→平行小調

s

遠系調

綜合比較之下，樂曲最符合近系調轉調的，有《貝加摩》組曲的〈前奏曲〉、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
，其次是《貝加摩》組曲的〈月光〉
、
〈帕瑟皮
耶舞曲〉，其餘三首都出現較多遠系調。
另外，在調式音階的使用上，比較明顯的是《貝加摩》組曲的〈前奏曲〉與
〈小步舞曲〉兩首。但是如果考量「自然小調」也算是調式音階的話（等同於伊
奧利安調式），那使用比例上就多了許多，只有〈月光〉一曲沒有用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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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各樂曲主調與轉調的遠近關係，與使用的手法
轉調與主調關係

樂曲
貝
加
摩
為
鋼
琴
的

〈前奏曲〉

近
系
調
轉
調

遠
系
調
轉
調

●

4

〈小步舞曲〉

（●）

●

〈月光〉

●

（●）

〈帕瑟皮耶舞曲〉

●

（●）

〈前奏曲〉
〈薩拉邦德舞曲〉

相
差
半
音
的
轉
調

轉
調
使
用
的
手
法

平
行
轉
調

調
式
音
階

全
音
音
階

●
●

●

●
●

●

●

☆5

●

☆

●

〈觸技曲〉

同
音
異
名
轉
調

●

☆
●

●

●

☆

（四）樂曲速度與長度
德布西在速度的指示上面，只有給予速度術語來提供參考，而不是使用當時
已經廣泛使用的節拍器速度。為什麼德布西不標示節拍器速度呢？他曾經說過：
「…它只合適於單一小節…然而就是有『那些』聽不見音樂，以及將這些記號當
作權威因而更聽不見的人！但要怎麼做，請隨你便。」筆者認為德布西的意思，
應該是指「速度應該是浮動的」，在演奏音樂的時候，無法開著節拍器，相當準
確地演奏樂曲，而沒有一絲速度變化。因此，筆者認為，應該將速度的認知，放
在「如何符合速度術語所帶來的氣氛」，而「氣氛」也是德布西最強調的。
在兩套組曲中各樂曲的速度，德布西主要是就舞曲的特性，給予適當的速度。
由於巴洛克時期的舞曲，並不會在樂曲前面標註速度術語，而是顯現在拍號、節
奏的使用，因此實際上的速度範圍是比較寬大的。而德布西在樂曲上方寫下速度
術語，而不是十九世紀末已經相當常用的節拍器指示，因此只能說是給了演奏者

4
5

較小的黑點（ ）意指樂曲中有相當少部分的遠系調，但主要仍是近系調音樂。
星號（☆）為考量自然小調屬於調式音階的範疇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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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的速度參考。
表 2.7 各樂曲開頭的速度術語
樂曲

速度術語

〈前奏曲〉

中板（自由速度）（Moderato [tempo rubato]）

貝加摩

〈小步舞曲〉

小行板（Andantino）

組曲

〈月光〉

十分有表情的行板（Andante très expressif）

〈帕瑟皮耶舞曲〉

不太快的快板（Allegro ma non troppo）

〈前奏曲〉

很活潑、很有節奏的（Assez animé et très rythmé）

為鋼琴的
組曲

〈薩拉邦德舞曲〉

優雅莊重並且慢的
（Avec une elegance grave et lente）

〈觸技曲〉

活躍、生氣勃勃的（Vif）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在速度術語上，除了「中板」（約每分鐘 108-120
拍）以外，6另外附註了「自由速度」，較為特殊。光就字面上看，不太能想到跟
巴洛克音樂有什麼關聯，但是聽到之後，就能夠了解，音樂像是在揣摩巴洛克時
期儀式、音樂會開始前的即興表演。以主音音樂的織體表現，旋律線條流動快速，
帶出巴洛克、或文藝復興時期的音樂氣氛，因此速度採比較自由、無拘束的方式，
來展現音樂的氣氛。
〈小步舞曲〉一曲，小行板的速度與巴洛克時期的小步舞曲，速度差異不大，
相當符合小步舞曲的速度特性。
而〈月光〉一曲，如前面所提到的，可能是源自於法國宮廷的抒情歌曲（air de
cour）
，速度取決於自身的感受，作為速度快慢的基準。德布西在這邊標記了「行
板」
，以節拍器的速度來說，大約在每分鐘 76-108 拍之間，如果相較於巴赫的《第
三號管弦樂組曲》
（Orchestral suite no. 3 in D major, BWV 1068）第二首〈歌曲〉
（air）、
韓德爾的《水上音樂》第一組（Water music, Suite no. 1 in F major, HWV 348）的
6

速度術語與節拍器數字的關聯，並沒有人去定義過，比較像是積習已久而整理出來的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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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首〈歌曲〉（air），會發現後面兩者的速度大約在每分鐘 66-72 拍之間，比行
板的速度稍慢一些。但是因為沒有太多的對照組，因此在速度的決定上，無法與
巴洛克時期做比較。
〈帕瑟皮耶舞曲〉
，如先前第一章第四節所提到的，受到佛瑞《帕望舞曲》影
響而作，節奏上是二分拍子，而不是帕瑟皮耶舞曲的三分拍子，因此可能不能以
後者的速度來類比。如果依照佛瑞《帕望舞曲》的速度（樂譜上標示每分鐘 84 拍），
則與德布西的〈帕瑟皮耶舞曲〉不太快的快板（每分鐘 120-168 拍）差距很大，
也是與帕望舞曲慢的速度相異。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
，在速度上標示「很活潑、很有節奏的」形容詞，
而不是中板、快板類的術語。除了形容詞以外，速度的判斷可以從音樂的性格來
找尋：音樂中有連續的十六分音符、個性明顯的節奏型等，搭配著形容詞，自然
不可能使速度太慢。
〈薩拉邦德舞曲〉開頭的術語標示為「優雅莊重並且慢的」，其原文「慢的」
（lent）的意思，近似於速度術語的「緩板」（lento），因此速度大約在每分鐘
45-60 拍之間。這個速度與巴洛克時期的薩拉邦德舞曲，速度差異不大，相當符合
薩拉邦德舞曲的特性。
〈觸技曲〉開頭的術語標示為「活躍、生氣勃勃的」。在巴洛克時期的觸技
曲，強調手指快速、輕巧地移動，炫耀技巧的效果，但速度並沒有一定是相當快
的，而是依樂曲內容來決定。到浪漫時期開始，如舒曼、李斯特等作曲家重新創
作觸技曲時，則都追求較快的演奏速度與困難的技巧。德布西與同時期的拉威爾
在創作觸技曲時，都受到浪漫時期的做法影響，速度上皆偏快，技巧上也因此要
求較高。在速度上與巴洛克的比較，並不是相當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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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鋼琴的》組曲中，可以看到三首樂曲的速度是「快－慢－快」形式，
筆者認為像是三個樂章的奏鳴曲：第一首的曲式像是奏鳴曲的第一樂章、第二首
是抒情的慢板樂章、第三首的輪旋曲式常用在奏鳴曲的第三樂章。在速度與曲式
的搭配比較之下，筆者認為《為鋼琴的》組曲反而比較接近古典時期的奏鳴曲的
形式，而不是巴洛克時期的組曲形式，唯其中用的樂曲風格是巴洛克時期。
速度術語上的另一個特點，可以發現《貝加摩》組曲都有使用義大利文的中
板、快板這類的速度術語，7而《為鋼琴的》組曲則都是以法文、形容詞呈現，取
代速度術語，也可以看出振興民族文化的意圖，擺脫長期使用義大利文術語的做
法，以自身的語言來表現。而各個樂曲的速度與巴洛克音樂的比較，筆者最後以
表格呈現相同或是相異的樂曲各是哪些。
表 2.8 各樂曲速度巴洛克時期的速度類比
樂曲

與巴洛克時期類比
相同

〈前奏曲〉

●

貝加摩

〈小步舞曲〉

●

組曲

〈月光〉

相異

●

〈帕瑟皮耶舞曲〉
〈前奏曲〉
為鋼琴的 〈薩拉邦德舞曲〉
組曲
〈觸技曲〉

7

無法比較

●
●
●
●

《貝加摩》組曲中，樂曲開頭的形容詞，仍然使用法文，如〈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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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性、調式音階與和聲

德布西的音樂創作，在調性的使用上，有受到浪漫主義音樂的影響，使用當
時音樂創作時最常見的調性音階。不過受調性音樂訓練的他，在創作的過程中，
是不斷地想要擺脫調性影響、擺脫強勢的德國音樂做法。為了要擺脫調性，德布
西聚焦的時代、做法，有許多方面：往巴洛克初期的方向去尋找－受到庫普蘭的
創作影響，仍然有許多調式音階的音響存在；在萬國博覽會上，受到東南亞印尼
地區甘美朗音樂的影響，使用五聲音階或全音音階，音樂變得沒有調性的束縛，
沒有方向性，注重氣氛的轉換；受到象徵主義的影響，追求遙遠的年代，像是文
藝復興時期、中世紀的精神，在音樂中使用像葛雷果聖歌的單音、齊奏旋律，產
生悠遠虛幻的感受。
筆者認為兩套組曲在調性的使用，與德布西的其他作品相較之下，比較受到
浪漫音樂的影響。雖然創作的年代間隔 11 年，但調性的使用都偏向保守，以調性
音樂為主，中間使用一些調式音樂或全音音階的，比例上並不多。在上一節中，
已經做了綜合各首樂曲的調性比較，而在這一節中，會就細節上整理各首樂曲在
調性、調式的使用。

壹、《貝加摩》組曲
（一）〈前奏曲〉
〈前奏曲〉主要的調性為 F 大調，而音樂中也有出現轉調與調式音響。樂節
B 轉到 a 自然小調，樂節 C 則可以廣泛地視作為 F 大調，直到結束。而樂節 C 也
f

f

可以另外細分為 B 利第安調式，B 、A 大調、F 大調的轉調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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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樂曲結構與調性
樂節

小節

調性/調式

A

1-19

F 大調

B

20-43

a 自然小調
f

44-47

B 利第安調式

48-51
C

f

B 大調

52-55
F 大調

56-59

A 大調

60-63
A’

66-80

尾奏

81-89

F 大調

音樂的一開始以 f 音為根音，很直接地表示出主調性；第 1 小節的第 3 拍，
呈現出 c 音為根音的屬九和弦，到第 3 小節再度解決到 F 大三和弦上，讓音樂的
開頭就可以感受到不斷地在強調 F 大調的調性。

譜 2.1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1-3 小節

樂節 B 調性轉到了 a 自然小調。由於自然小音階沒有像和聲小音階升第七音，
組成方法與調式音階中的伊奧利安調式（aeolian）相同，也因此感覺像是文藝復
興時期、巴洛克初期的音樂。尤其在第 23 小節，結束在 e 小三和弦，與調性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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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五級升高三音的做法不同，這邊可以明顯感覺到調式音響的特殊。
譜 2.2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20-23 小節

樂節 C 的調性，可以看成涵括在 F 大調內。雖然裡面有四個小節有三個升記
號的出現，聽覺上會覺得轉得比較遠、使用遠系調的感覺，但臨時記號很快地就
消失了。因此，可以將樂節 C 的音樂，都當作是 F 大調的範疇，
但如果就細節上來看，第 48-59 小節，調性上的看法，筆者認為也可以分作
f

f

為 B 利第安調式－B 大調－A 大調－F 大調的調性過渡。由於第 56-59 小節的三
個升記號離 F 大調太遠，因此筆者認為也可以當作調性上確實有轉移。
譜 2.3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44-59 小節

續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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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66 小節，音樂確定回到 F 大調。第 60-63 小節，可以聽到低音不斷出
現 g 音，是 F 大調的二級，第 65 小節，則是 F 大調的屬和弦，並在第 66 小節解
f

決到 F 大三和弦，出現完全終止。聽覺上可以聽到低音的行進是：g-（b ）-c-f，
是 F 大調二級－五級－一級的行進方式。
譜 2.4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60-66 小節

第 66 小節之後，調性則持續在 F 大調上，直到結束。尾奏的第 81-84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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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聽到兩次的完全終止，和弦的行進沒有離主和弦太遠，都是五級接一級。
譜 2.5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81-84 小節

（二）〈小步舞曲〉
此曲的調性，是《貝加摩》組曲中，筆者認為較為複雜，比較多變的一首。
其主要的調性是 a 自然小調，但是中間的轉調比較多，也有出現調式音階。
f

f

f

音樂中轉到許多不同的調性上，像是 B 、D、E 、A ，或是 A 大調。為了轉
到遠系調，基本上也需要一定的篇幅，讓轉遠的調性回到主調上，從這個部分就
可以看到音樂的規模會比較大。
f

另外，音樂中出現了一些調式音階，像是 F、E 利第安調式，以及不同於完
全終止、教會終止的終止式做法，讓音樂聽起來比較沒有調性音樂的感受，而是
往調式音樂上去著墨，使音樂聽起來有點像是中世紀、文藝復興的音樂氣氛。
表 2.10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樂曲結構與調性
樂節

A

B

A’

小節

調性/調式

1-21

a 自然小調
f

21-29

B 大調

中心音：Bf

30-37

f

B 弗里吉安調式

38-49

a 自然小調

50-53

F 利第安調式

54-57

E 利第安調式

58-72

D 大調

73-76

E 大調

77-79

A 大調

f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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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奏

80-96

A 大調

97-104

a 自然小調

樂節 A 的第一段（第 1-21 小節），聽覺上不太容易有 a 自然小調的感覺，因
為音樂中一直沒有完全終止的終止式，必須到第 18 小節，才會聽到 a 自然小調的
完全終止，在稍後的篇幅中會提到。
樂曲的一開始，以 a 自然小調的四級開始，經過五級的屬和弦後，並沒有解
決到主和弦，而是假終止、接到 F 大三和弦。
譜 2.6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1-6 小節

不過 F 大三和弦也只是曇花一現，音樂很快地就回到小調的色彩。第 11 小節，
是 a 自然小調的屬七和弦，但是沒有解決到主和弦，而是回到樂曲開頭旋律的四
級和弦，再次造成沒有解決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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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7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10-12 小節

第 16-18 小節，低音以一連串的半音下行，行進到第 17 小節的屬和弦，解決
到主和弦。這是第一次出現完全終止，確認調性是 a 自然小調。
譜 2.8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16-18 小節

f

f

樂節 A 第二段、第 26-37 小節，音樂中出現臨時記號 b 、e 二音，調性轉到
f

B 大調。
譜 2.9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26-29 小節

樂節 A 的第三段（第 42-49 小節）
，音樂回到樂節 A 一開始的旋律，和弦從 d
小三和弦，變成 D 大三和弦。另外，第 48-49 小節的完全終止，屬和弦沒有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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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音，使音樂聽起來多了調式的感受。
譜 2.10《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42-49 小節

f

樂節 B 低音的行進，主要是 f-e -d。第 50-53 小節，低音為 f 音，音樂中沒有
任何升降記號，是 F 利第安調式。第 54-57 小節，是前面四小節的模進，音樂向
f

f

下移大二度，低音變成 e ，是 E 利第安調式。
譜 2.11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50-5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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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第 58-72 小節，音樂轉到 D 大調。音樂中有出現一些 b 、e 音，不過都短暫
出現，就馬上回到 D 大調的調性範疇內，不影響調性感。
譜 2.12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50-58 小節

s

f

在樂節 B 接到樂節 A’的轉調過程，是 g 半減七和弦接到 E 大三和弦 。但是，
s

s

g 半減七在聽覺上，會比較想解決到 A 大三／小三和弦（譜 2.13）譜例中的 g
f

s

預期接到 a 音，但是卻延遲出現、接到 b 音（a 同音異名）。因此這邊的和聲行
進相當特殊，比較難預料到音樂這樣接過去。
事實上，德布西在出版樂曲前的校訂稿中，有一個七小節的樂句，在旋律、
調性上銜接兩頭（見附錄一）
。不過校訂時德布西將其刪除，才變成這樣比較突然、
出乎預料的音響效果。8

8

德布西，《德布西鋼琴作品全集，鋼琴作品 I、第 1 分冊》，羅伊・霍瓦特（Roy Howat）編訂，
張奕明 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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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72-73 小節和聲進行
聽覺上預期的和聲

實際上轉調的和聲

譜 2.13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69-75 小節

f

f

樂節 A’的調性，轉到遠系調的 E 大調、A 大調，接著轉到 A 大調，可以看
到主題在各個調性上都有呈現。A 大調則一直持續到尾奏，轉回平行調主調 a 自
然小調。
譜 2.14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73-82 小節

續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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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 小節的尾奏，轉到了平行調 a 自然小調。音樂從二級接回到一級和弦解
決，不同於完全終止或是教會終止的做法，聽覺上比較脫離調性音樂，增加了調
式音樂的感覺，與第 49 小節（譜 2.10）類似。在尾奏裡，會聽到兩次七級接一級、
解決到 a 自然小調主和弦，強調 a 自然小調。
譜 2.15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96-10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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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光〉
〈月光〉一曲，是《貝加摩》組曲中，調性使用相對簡潔、不複雜的樂曲。
f

s

樂曲主要調性是 D 大調，中間短暫轉調到 c 自然小調／E 大調，只有 6 個小節，
即轉回到原先的調性上。
表 2.12 《貝加摩》組曲〈月光〉樂曲結構與調性
樂節

小節

A

1-26

調性/調式
f

D 大調

27-36
B

37-42

s

c 自然小調／E 大調

43-50
A’

51-65

尾奏

66-72

f

D 大調

f

音樂的一開始，呈現了轉位的 D 大三和弦，雖然有主和弦的感覺，但後面接
續的和弦也同樣都是轉位和弦，因此調性感比較弱一點。而清楚明顯的呈現，則
f

是到第 9 小節的低音 d 出現，才提供了清楚的調性感。
譜 2.16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1-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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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

此曲唯一轉調的地方在第 37 小節，透過 d 等於 c 、共同和弦的方式轉調到
「四個升記號的調性」。會稱作「四個升記號的調性」，是因為這短暫的轉調裡，
s

並沒有 c 小調或 E 大調的終止式，因此調性上比較模糊，無法確定是轉到哪個調。
譜 2.17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35-39 小節

s

第 42-43 小節，和弦行進到 f 小七和弦，是 E 大調的二級七和弦，在聽覺上
s

像是要接到 E 大調的屬和弦：B 大三和弦（譜 2.18）。但是音樂的走法是 c 自然
s

f

小調四級七和弦，接到屬七和弦。而 c 自然小調屬七和弦等於 D 大調屬七和弦
（譜 2.19）
。這樣共同和弦的轉調，在聽覺上並不會覺得銜接時有太多的差異，相
當的平順、自然。
譜 2.18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42-43 小節和聲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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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19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41-44 小節

f

而往後的音樂中，則都維持在 D 大調上。尾奏的地方，與〈前奏曲〉
、
〈小步
f

f

舞曲〉類似，不斷回到 D 大調的主和弦。不過第 67、69 小節的 F 大三和弦，感
s

覺上像是要解決到 c 小三和弦，到了最後一次，第 70-71 小節，才終於完整地解
f

決到 D 大三和弦上，聽覺上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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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20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66-72 小節

（四）〈帕瑟皮耶舞曲〉
s

這首樂曲的主要調性是 f 自然小調。音樂中的轉調，主要是關係調 A 大調，
f

而遠系調的 A 大調，只出現 12 小節，隨後又回到 A 大調。
表 2.13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樂曲結構與調性
樂節

小節

前奏

1-2

A

3-38

調性/調式
s

f 自然小調
s

過渡段落

B

39-58

f 自然小調－
E 大調－A 大調

59-75

A 大調

76-87

A 大調

88-95

A 大調

89

f

過渡段落

95-105

A’

106-132

過門

132-137

尾奏

138-156

s

f 自然小調

s

音樂的一開始是兩小節的前奏，以 f 小三和弦開始；第 3 小節主題進來的地
s

s

方，也是以 f 小三和弦開始，清楚地表示調性是 f 自然小調。
譜 2.21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1-3 小節

s

第 39-58 小節是過渡段落，調性從 f 自然小調，經過 E 大調，轉到樂節 B 的
A 大調。第 39-46 小節，有許多 d 音被升高、加上臨時記號，使調性趨向四個升
記號。在第 45-46 小節，和弦從 B 屬七和弦，接到 E 大三和弦，是 E 大調的完全
終止。
譜 2.22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39-46 小節

續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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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大調的部分持續到第 55 小節，轉到 A 大調。這邊開始 d 音出現還原記號，
音樂回到三個升記號。而完全終止，則出現在第 58-59 小節。
譜 2.23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55-59 小節

s

s

第 74 小節，音樂是 g －d 空心五度的音程，無法判斷是大三或小三和弦。9德
f

布西藉此空心五度的音程，以同音異名的方式轉到 A 大調，在第 76 小節出現 A
大調主和弦。
譜 2.24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39-46 小節

f

第 88 小節，音樂轉回 A 大調。在第 87-88 小節，可以聽到最低音的 a 音接

9

A 大調的七級和弦是小三和弦，因此應該比較偏向小三和弦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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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

f f

f

到 g 音，最高音則是 a -b -b 的半音進行，從 B 屬七和弦接到 E 大三和弦，是轉
到相差半音的調性上、A 大調的五級和弦。
譜 2.25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86-88 小節

s

第 106 小節的重現主題，雖然是回到 f 自然小調，但是並沒有相當直接的呈
s

現。在 f 小三和弦的下面，加上了 e 音，使和弦變成了小七和弦，而不是比較穩
s

定的小三和弦，增加了和聲上的不穩定感，直到第 108 小節，低音出現 f 音，才
讓音樂更確定是回到主調上面。
譜 2.26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106-109 小節

s

樂節 A’到樂曲結束，調性上都維持在 f 自然小調上。尾奏的地方，第 147-154
小節，可以聽到教會終止不斷出現，一直從四級解決到一級。解決的方式與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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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不同，但調性同樣明確。
譜 2.27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144-154 小節

《貝加摩》各首樂曲的調性使用，下面以表格做對比比較。可以看到主要以
調性音階為主，調式音階只有在〈前奏曲〉、〈小步舞曲〉裡面出現，而且在音樂
中的份量並不多。另外，可以看到《貝加摩》組曲中，小調的使用以自然小調為
主。而如果將自然小調，當作是調式音樂裡的伊奧利安調式（aeolian）
，那調式音
樂就算是占了相當多的篇幅，也可以說是讓作品中出現文藝復興、中世紀感覺的
主要原因之一，在這個層面，德布西與德、奧作曲家作出了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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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貝加摩》組曲各首樂曲使用調性之比較
音樂中使用到的調性、調式
主要調性

調性音階
調式音階
大調

小調

F 大調
F 大調

〈前奏曲〉

A 大調

a 自然小調

f

B 利第安

f

B 大調
f

D 大調
〈小步舞曲〉

a 自然小調

f

E 大調
f

B 弗里吉安
a 自然小調

A 大調

F 利第安
f

E 利第安

A 大調
f

f

〈月光〉

D 大調
s

〈帕瑟皮耶舞曲〉 f 自然小調

D 大調
（E 大調）
A 大調
f

A 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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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無

s

無

（c 自然小調）

f 自然小調

貳、《為鋼琴的》組曲
（一）〈前奏曲〉
此曲的主要調性為 a 自然小調。在樂節 A、A’中，兩次轉到關係調 C 大調。
f

樂節 B 的 A 全音音階是音樂與其他樂曲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只有在這一首裡面，
才有使用全音音階。
表 2.15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樂曲結構與調性
樂節

小節

前奏

1-5

A

6-42

調性/調式
a 自然小調

43-57

C 大調

過渡段落

57-74

中心音：A

B

75-96

A 全音音階

97-119

a 自然小調

119-133

C 大調

134-162

a 自然小調

A’
尾奏

f

f

樂曲的一開始，旋律就從 a 音開始，伴奏是 a 小三和弦的分解，明顯地表示
調性是 a 自然小調。
譜 2.28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1-3 小節

第 41 小節，音樂不斷重複著「f-g-a-b」四音，暗示著全音階；到第 43 小節，
旋律終於走到 c 音，也以教會終止，從四級的 F 大三和弦解決至一級的 C 大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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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然而，雖然是轉到了 C 大調，C 大三和弦只出現了三次，其他則是許多的增
三和弦，所以使得調性比較不穩定。
譜 2.29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39-45 小節

第 57 小節開始的過渡段落，是一段下行的全音音階。接著的段落，是全音音
f

階、半音效果混合使用，音樂的調性感很不清楚。過渡段落的中心音是 a 音，可
f

以從顫音音型上聽到 a 音持續出現。
譜 2.30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56-64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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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圖

f

f f

s

樂節 B 的全音音階，以 a 音為主，音階上的音分別是「a -b -c-d-e-f 」
，第 71-96
小節都以此音階的音組成，沒有例外，也使得整個樂節 B 的氣氛，與前後的調性
音樂差異很大。
譜 2.31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77-79 小節

在樂節 B 的最後，以顫音音型下行的方式，接到第 97 小節的樂節 A’，重現
f

之前的主題。第 96 小節這邊可以聽到，下行的顫音是全音音階裡的「d-c-b 」
，也
f

許原本會預料要接到 a 音，但卻是接回到 a 自然小調。
譜 2.32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95-97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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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9 小節，音樂再度轉到 C 大調，這次不同上一次的教會終止，是使用完
全終止，從五級接到一級，轉到 C 大調上。
譜 2.33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118-119 小節

C 大調的部分維持了八個小節，在第 127 小節，透過關係大小調裡的共同音 e
音，轉回到 a 自然小調，維持到樂曲結束。
譜 2.34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124-127 小節

（二）〈薩拉邦德舞曲〉
s

樂曲主要的調性為 c 自然小調。在其他調性使用上，樂節 B 有隱晦地圍繞在
s

E 大調（第 29-42 小節），但是篇幅不多。而樂節 A’中有轉調到 g 小調。到曲子
s

尾奏的地方，才轉回到原本的 c 自然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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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樂曲結構與調性
樂節

小節

A

1-22

B

23-41

調性/調式
s

c 自然小調

42-49

A’
尾奏

s

50-66

g 小調

67-72

c 自然小調

s

s

s

雖然主要的調性是 c 自然小調，但樂曲的一開始並沒有直接地呈現 c 小三和
s

弦或是行進到 c 自然小調的終止式，而是到樂節 A 的最後、第 22 小節才明顯地
s

停留在 c 音上，確定了調性感，筆者在稍後的篇幅中會再次提到。

s

音樂的一開始，以 d 半減七和弦開始，而且接著連續的七和弦，都帶著渴望
s

s

解決的感覺。但是第二小節的解決，停留在 g 小三和弦上，是 c 自然小調半終止，
s

仍然無法清楚地聽到 c 自然小調的終止式，調性感仍舊模糊。
譜 2.35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1-4 小節

s s s

s s

第 5 小節，音樂以單音齊奏上行音型「g -c -c 」
，與第 6 小節的下行音型「g -c 」，
s

可以感覺到 c 比較受到強調，不斷以屬音接到主音，因此帶有些微的調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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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36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5-6 小節

而隨後的兩次終止式，都算是停留在半終止上，如第 8 小節的 B 大三和弦（三
s

s

級的屬和弦）
、第 14 小節的 D 大三和弦（五級的屬和弦）
，都與 c 自然小調相距
不遠，但終究不見主調的終止式出現。
表 2.17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樂節 A 的終止式
譜例

小節

7-8

13-14

s

c 自然小調的確定，如同先前提到，是在這個樂節的最後三個小節，單音齊
s s

s

奏旋律，以「f -c 」的教會終止，結束在 c 自然小調上。
譜 2.37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20-2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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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s s

第 23 小節開始的樂節 B，以 g 音為底，由 c -f -g -b 疊出和弦。單獨聽和弦，
s

會因為不是完整的 c 小三和弦、轉位和弦的關係，稍微覺得調性不明確，必須等
s s s

s

到第 24-25 小節，最低音的聲部演奏「c -g -c 」，才有了 c 小三和弦原位（雖然
沒有三音）、根音建立出來的調性感。
譜 2.38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23-26 小節

s

s

第 29 小節，a 音加上臨時記號變成 a ，與 f 大三和弦出現，像是轉到大調的
感覺。但是到了第 31 小節，氣氛又突然轉變，突然接到半減七和弦，解決在 E 大
三和弦上。這是整首樂曲中，唯一一次解決在 E 大三和弦上，因此筆者認為只是
短暫經過，所以並沒有轉到關係調 E 大調。
譜 2.39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29-32 小節

第 35 小節，音樂突然轉為中高音域，密集式、轉位的連續和弦，沒有任何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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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s

止式，使音樂的主要調性不知道在哪裡，相當不明。低音的聲部「c -f -f 」提供
了和弦的低音，但是對調性的判斷幫助並不大。
譜 2.40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35-37 小節

第 42 小節，音樂重現了樂節 A。第 42-49 小節高音旋律的部分，雖然與第 1-8
小節相同，但是到了什麼調上面，仍然是不知道的。直到第 45-46 小節，音樂從
s

s

s

g 大三和弦，接到 c 小三和弦，是一個完全的終止式，才能夠確定是 c 自然小
調。
譜 2.41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42-46 小節

s

s

第 49 小節，調性轉到 g 小調。一開始沒有明確的終止式可以感覺到 g 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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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需要等到第 55-56 小節，從 d 大三和弦接到 g 小三和弦，才有強烈的終止式感覺。
譜 2.42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50-56 小節

s

s

g 小調一直持續到第 65 小節，在第 64-65 小節中，可以聽到兩次 d 小三和
s

s s s

弦接到 g 音，直到第 66 小節的第一拍，旋律以單音齊奏「g -c -c 」
，長音停留在
s

s

c 音上，暗示了調性回到了 c 自然小調。
s

s

s

另外，第 65-66 小節 d 小三和弦接到 g 音，也可以視作為 c 自然小調的前
s

哨，當作二級和弦接到五級和弦，造成聽覺上想要回到 c 小三和弦上。
譜 2.43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65-72 小節

續下圖

103

（三）〈觸技曲〉
s

s

這首樂曲從 c 自然小調開始，C 大調結束，是兩套組曲中，唯一一首開頭與
結束的調性不同、轉到平行調結束的樂曲。音樂中轉換的調性，有轉到相距半音
的 C 大調，或是過渡段落的地方調性不明顯，音樂的中心音不斷變換的狀況，直
到過渡段落結束，才回到主調性上。
表 2.18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樂曲結構與調性
樂節

小節

A

1-25

B

26-61

A’

62-77

C

78-137

C 大調

137-158

不明

159-181

G 利第安調式

182-197

不明

198-205

C 大調

206-227

c 自然小調

228-266

C 大調

過渡段落

A’’
尾奏

調性/調式
s

c 自然小調

s

s

s

s

s

音樂的一開始的單音旋律，從 c 音開始，旋律與和聲的感覺都圍繞在 c 自
s

然小調上。而每一小節的第一個音，都是 c 音，也可以感覺到此音不斷被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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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44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1-4 小節

s

樂節 B 雖然是屬於 c 自然小調，但是音樂中增加了許多臨時記號，都是大
s

s

三和弦的音響，所以像是轉到 C 大調。但是這個小段只到第 42 小節，就回到 c 自
然小調的和聲，因此筆者認為沒有轉調，但值得提出其音響上的特殊性。
譜 2.45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25-32 小節

第 69 小節，音樂突然轉到 G、C、F 大三和弦組成的樂句，多出許多還原記
號。到第 78 小節的樂節 C，音樂正式轉到 C 大調，調號全部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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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46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69-80 小節

過渡段落，第 137-158 小節，共分成三段，第一、第三段的調性比較模糊，
半音效果比較多，難以區分使用了什麼調性或調式。第二段隱約地呈現開頭主題，
音樂相對穩定一些，因此是 G 利第安調式。下面譜例僅列出第二段的 G 利第安調
式，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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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過渡段落使用的調式
過渡

譜例

段落

第二段

s

調式

小節

G 利第

157-

安調式

181

第 198 小節，音樂重現開頭的主題，但是轉到了 C 大調，調號變成七個升。
s

s

不過 C 大調只維持了八個小節，就轉回 c 自然小調。
譜 2.47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197-20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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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第 221-228 小節，在 A’’樂節的最後，可以聽到 g 音明顯地重複出現，屬音
和屬和弦清晰的呈現，凝聚更多想要轉到主音的感覺。在第 228 小節，音樂再次
s

轉到 C 大調，維持到結束。
譜 2.48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221-22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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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樂句的組成

我希望看到將來創造出，一種沒有主題或動機的音樂，或是以連續進行、不
會被打岔，也不會返回的單一主題來組成的音樂。音樂中將會有邏輯、緊湊、
推導出的發展。這樣，將不會在富有特性的主題兩次出現之間，有匆忙而多
餘的「填充」！主題的發展將不再是素材的發揮－這只是象徵訓練優良的專
業語法－而是被賦予更普世而本質化的精神概念。10

德布西的這段話，顯現在他時常使用旋律或音型一再地重複上，或是旋律做
細微的改變，注重氣氛的連接，不同於德、奧作曲家，以動機發展、堆疊動機的
手法創作，追求和聲延遲解決，並從中累積音樂的高潮能量。對德布西來說，這
是強硬地框住了音樂的性格，而他也無法接受同樣的動機堆疊時，持續停留在相
同的、類似的情緒上。11暸解德布西在作曲上主要的思路，在分析樂曲時，才能夠
了解為何音樂中不斷重複、並排旋律或素材，或是有許多模進的手法，目的便是
要與德、奧作曲家做出區別，脫離當時音樂發展興盛、影響法國甚多的日耳曼音
樂。
《貝加摩》組曲與《為鋼琴的》組曲中，總共七首的小曲，樂句的結構主要
都是四小節一句，而音樂中不乏有延長或縮短的樂句出現。在這些樂句上，就可
以探討德布西是以什麼樣的手法，將樂句拉長或縮減，也讓他的音樂聽起來與同
時期的作曲家產生差異。

“I should like to see the creation－I, myself, shall achieve it－of a kind of music free from themes
and motives, or formed on a single continuous theme, which nothing interrupts and which never returns
upon itself. Then there will be a logical, compact, deductive development. There will not be, between
two restatements of the same characteristic theme, a hasty and superfluous ‘filling in’! The development will no longer be that amplification of material, that professional rhetoric which is the badge of
excellent training, but it will be given a more universal and essential psychic conception. ” Thompson, op.
cit., 103. 文中的「never returns upon itself」，是指「不會有發展後回到主題的狀況」。
11
Ide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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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筆者先以表格的方式，看七首樂曲的樂句共有幾句，延長或縮減的又
有多少。表格中數字的計算不包含過門、過渡段落或尾奏等輔助段落：
表 2.20 《貝加摩》、《為鋼琴的》組曲，樂句數量與延長、縮短數量
四小節
一句

總樂句數

延長的
樂句

縮短的
樂句

〈前奏曲〉

●

16

6

0

《貝加摩》

〈小步舞曲〉

●

18

5

2

組曲

〈月光〉

●

16

1

1

〈帕瑟皮耶舞曲〉

●

22

3

0

〈前奏曲〉

●

22

5

0

〈薩拉邦德舞曲〉

●

14

5

1

〈觸技曲〉

●

26

2

0

樂曲

《為鋼琴的》
組曲

從表格中可以看到，七首樂曲中延長與縮短樂句最少的，是《貝加摩》組曲
的〈月光〉
，各是一次；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延長句子有兩個；
〈帕瑟皮耶
舞曲〉有三個延長樂句。其他樂曲的改變次數大致上多一些，但又以《貝加摩》
組曲的〈前奏曲〉在延長樂句的次數最多；
〈小步舞曲〉的樂曲相比之下較為不工
整，既有延長也有縮短。而這些樂曲在樂句的呈現上，有什麼特殊之處，筆者在
下面的篇幅個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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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貝加摩》組曲
（一）〈前奏曲〉
此曲的主題句、第 1-6 小節，就是一個增長的句子。第 1-2 小節的開始，像是
要引導主題，有曲式裡「前奏」的性質，但是這個小節在後面的音樂中的可以看
到，因此不能當作是前奏，而看作是主和弦或屬和弦延長的手法（chordal
prolongation）
，延長一小節和弦。第 3-4 小節，兩小節的旋律幾乎一樣，只有低音
的和弦變換，是用重複的手法延長樂句，也是德布西音樂中常見的手法之一。
譜 2.49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1-6 小節

第 15-19 小節，樂節 A 的最後一句，共有五小節。在第 15-16 小節，兩個高
音旋律的音域相差八度，音高與節奏都類似，是重複的手法（譜 2.50）
。事實上，
在德布西出版之前的校訂稿中，第 16 小節的第一拍低音，與第 15 小節第一拍低
音一樣，同樣有八度的 g 音。看到校訂稿的這個音符，更可以確定兩小節之間的
確是相當類似（譜 2.51）。12

12

德布西，《德布西鋼琴作品全集，鋼琴作品 I、第 1 分冊》，羅伊・霍瓦特（Roy Howat）編訂，
張奕明 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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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50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15-19 小節

譜 2.51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德布西校訂版本的第 16 小節

第 24-29 小節，樂節 B 的第二句，同樣透過重複的手法來延展樂句。
譜 2.52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22-29 小節

續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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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在四小節規律的樂句中，也都可以發現德布西以重複或模進的方
式組成樂句，也因此在聆聽的時候會重複聽到類似的素材。不同於德、奧作曲家
的是，德布西不是以動機組成音樂，而是不同的旋律交替使用，雖然有重複，但
沒有發展的做法出現。而這些例子在音樂的許多地方都可以聽到，筆者舉以兩譜
例提供參考。
譜 2.53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11-14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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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54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44-47 小節

（二）〈小步舞曲〉
此曲第一個不規則的句子，出現在第 5-9 小節、樂節 A 的第二句。第 5-7 小
節，音樂聽起來像是二拍子，重複兩次小句子之後，在第 7 小節的第三拍突然重
複起另一組音型。在韻律突然從三拍子變成二拍子、在不是正拍的地方突然換音
型，這些突然的狀況發生，使這個句子比較難以捉摸。
譜 2.55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1-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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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節 B 的第三句，是一個縮短的樂句。在譜例中可以看到，第 35-36 小節是
一個兩小節的小句，第 37 小節的音與第 35 小節相同，不過接著的第 38 小節卻沒
有延續類似的音樂，反而是突然轉換音域、音型與氣氛。
譜 2.56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35-41 小節

樂節 A’的第一段、第 75-81 小節，是一個七小節的樂句。音樂不斷地重複、
模進樂節 A 主題，組成一個句子（譜 2.57）。這個做法其實與樂節 A 的第一句類
似，以模進的手法組成樂句，只不過樂節 A 第一句是規則的四小節（譜 2.58）。
譜 2.57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73-82 小節

續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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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58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1-3 小節

雖然在樂節 A 的主題中，有模進的手法出現，但是整首樂曲，仍然以重複的
手法居多，與〈前奏曲〉的做法類似，筆者便不在此多加贅述。

（三）〈月光〉
〈月光〉一曲的樂句，延長、縮短各只有一句，是這兩套組曲中變化最少的
一首。
延長的句子在樂節 A 的第三句、第 9-14 小節。這個六小節的句子，在仔細聽
之下，會發現每兩小節的旋律相當類似，但和弦搭配方式不同，使句子像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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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旋律重複多次組成。雖然旋律類似，但和弦巧妙地變化，使小句的氣氛各自有
所不同。
譜 2.59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8-14 小節

而縮短的樂句，在樂節 A’的最後、尾奏之前。這一句將第 59、61、62 小節
主題中先上再下的音型，重複三次來組成。
譜 2.60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59-65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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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一曲的樂句除了這兩句以外，其餘都是規律的四小節一句。而這些
規律的樂句中，組成的方式有些差異，主要分做兩個方式。例如譜 2.61、樂節 A
的一開始，樂句是以像是模進的方式組成；譜 2.62、樂節 B 的一開始，則是以重
複的手法組成樂句。
譜 2.61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1-4 小節、樂節 A 的主題

譜 2.62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27-30 小節，樂節 B 一開始

樂節 B 的主題旋律，在樂節內大量出現，但是旋律音程關係並沒有完全相同，
都稍微有些差異，因此是不完全的模進手法。筆者在下一個章節「旋律、素材與
節奏」中，會有更詳細的介紹，以看出彼此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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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帕瑟皮耶舞曲〉
此曲的樂句，也以四小節一句為主，增長的樂句只有三句。樂節 A、B 的主
題，組成方式與前三首樂曲類似，同樣以模進或是重複的方式組成。
在譜 2.63 中可以看到，樂節 A 的主題，在素材的使用上為「a-b-b-a」，像是
逆行一樣（retrograde）
，雖然不同於模進或重複，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彼此間相當
類似的性質。
譜 2.63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3-6 小節、樂節 A 主題

樂節 B 的主題，則是以重複的節奏或是音型，組成樂句。
譜 2.64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59-63 小節、樂節 B 主題

〈帕瑟皮耶舞曲〉增長的樂句中，可以發現都是以樂句最後的音型，做旋律
或節奏的重複，使樂句變長。像是在樂節 A 的第二段、第 19-23 小節（譜 2.65）
可以看到，一、二小節與三、四小節是重複的手法；而第五小節多出一小段旋律，
是重複四小節的音，但是節奏改變。
119

譜 2.65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16-23 小節

其他地方還有：
1. 樂節 B 的第三句（第 67-74 小節、譜 2.66）
2. 樂節 A’的第四句（第 118-124 小節、譜 2.67）
以下僅以圖示解釋各樂句增長的方式，不以文字多加敘述。
譜 2.66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67-74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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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67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117-124 小節

貳、《為鋼琴的》組曲
（一）〈前奏曲〉
此曲共有五句延長的樂句。在這些延長的句子中，主要是以重複的手法延長，
而音高大致都有些微的差異，因此不是完全的重複。第一句出現在樂節 A 的第三
句，共有六小節。譜 2.68 中可以看到，第三、四小節與五、六小節，在節奏上是
相同、重複的，音高則稍微有不同，但是也相當接近模進的手法。
譜 2.68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14-1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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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則是在樂節 A 第二段的最後。樂句先以重複的手法構成了四個小節，
再以第 52 小節第二拍到 53 小節第一拍的節奏 eeee

q，重複兩次。

譜 2.70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51-57 小節

第三句在樂節 B 的最後，重複著兩小節的全音音階旋律，不過第二次重複只
有一半，剩下的一小節，變成只重複伴奏的音型。
譜 2.71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91-96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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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延長樂句，手法上都類似，主要以重複節奏型來延長。而各樂節的主
題，與《貝加摩》組曲的〈小步舞曲〉、〈月光〉類似，使用許多重複的手法組成
樂句，而音高上會有細微的變化。變化的部分，則留到下一個章節中，會做更詳
細的介紹。

（二）〈薩拉邦德舞曲〉
〈薩拉邦德舞曲〉在長度上與〈月光〉差不多，都是比較短的樂曲，但是此
曲裡面有五句延長的句子，是相對來說比較多的。在延長樂句的做法上，多數是
感覺比較突然的，像是被打斷一樣，而不是前面介紹的樂句，時常重複、模進前
面的音型或節奏，比較有連貫性。
第一句出現在第 9-14 小節，樂節 A 的第三句。前四小節的旋律，是以模進的
方式組成，到第五、六小節突然變成不同的節奏與旋律，加上表情術語標記「更
弱」（plus p），讓氣氛變得不同。
譜 2.72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9-14 小節

第二句在樂節 B 的地方，第 27-32 小節。音樂在句子的第三個小節，音域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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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開來，力度上也有變化，並且持續漸強到第四個小節。不過在第五、六小節，
音域突然收斂、縮回到較小的範圍，音量上變成「弱」
，和聲接到不確定感強烈的
半減七和弦，是相當突兀的一段旋律。
譜 2.73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27-32 小節

緊接在後的是一個縮短的樂句，第 33-34 小節。這一句與上個譜例的第三、
四小節是類似的。但兩小節呈現之後，音樂突然跳到一段前面都沒有出現過的織
體。而切斷的地方相當突然，原本聽覺可能會預期類似的音型發展，但沒想到是
直接跳到不同的織體上。
譜 2.74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33-36 小節

124

樂節 A’的第三句、第 50-55 小節，音樂也是突然被打斷，接到不同的音域、
力度與氣氛。這一句的第一、二小節，是樂句中的小句子，第三、四小節重複了
一次，不過沒有重複完整，到第四小節的第二拍，突然變成不同的音域與力度，
插入一段新的旋律。
譜 2.75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50-55 小節

其他四小節一句的樂句，同樣使用大量的重複與模進來組成，不過使用的素
材都相當相似，使音樂整體聽起來更有整體性、統一感。而素材的使用，在下一
個章節中，會有更詳細的介紹，以了解是什麼因素使音樂聽起來比較有統一感。

（三）〈觸技曲〉
〈觸技曲〉一曲的延長樂句，都出現在樂節 C 中，樂節 A（含 A’、A’’）與 B
的樂句都是工整的四小節一句。第一個延長的樂句，出現在樂節 C 第一段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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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共有七小節。譜 2.76 中可以看到樂節 C 第二句與第三句的開頭是相同的，都
是三度音程和附點的節奏，而後面接的旋律不同。第三句的第二至五小節，以重
複和弦行的進行延長句子，第六、七小節則是延長同一個和弦。
譜 2.76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85-96 小節

〈觸技曲〉的另一個延長樂句，是譜 2.77 的轉調，做法上是相同的。
除了延長的樂句以外，音樂的其他地方有許多重複或模進的手法出現。像是
為樂節 B 有大量的模進、重複的手法，筆者在這裡以譜例表示，而細節上樂句裡
的音型有什麼樣的變化，則到下一個章節中，再做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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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77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26-29 小節

《貝加摩》、《為鋼琴的》組曲裡的七首樂曲，在這一節中可以觀察到，德布
西主要使用重複旋律的手法，組構樂句或延長樂句，通常以一小節為單位，而不
是短小的音型。可能是因為重複短小的音型，聽起來容易有動機的感覺，而一個
小節的旋律則時常包含了不同的音型樣貌，重複的感覺和重複動機不同。
模進的手法，相對於重複的手法是比較少見的。可能是因為模進的手法常使
用在動機發展，或動機堆疊的創作上，使用太多的模進，也容易讓音樂聽起來像
德奧作曲家的創作，因此創作時比重複手法少了許多。
另外，模進手法出現時，常常出現在重複手法之後（即一音型、旋律先重複
一次之後，又模進到不同音高上）
。這種狀況下，模進的單位以一小節為單位比較
多。透過這樣的做法，德布西的音樂與德奧作曲家，產生了區隔。下表為整理後
的重複與模進次數，透過次數來看，也可以理解到德布西是多麼的常使用這兩個
手法。
表 2.21 以一或二小節為單位的重複或模進手法
重複
手法

模進
手法

在重複手法後才
出現模進手法

〈前奏曲〉

20

9

4

《貝加摩》

〈小步舞曲〉

19

8

2

組曲

〈月光〉

8

6

0

〈帕瑟皮耶舞曲〉

12

19

1

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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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鋼琴的》
組曲

〈前奏曲〉

23

4

0

〈薩拉邦德舞曲〉

10

4

2

〈觸技曲〉

31

12

2

擺脫了動機組成的音樂，德布西的音樂在重複旋律居多的狀況下，音樂不再
是透過動機堆疊製造高潮，轉而追求氣氛上的細微改變，也從中尋找到法國文化
細緻、靈巧的特質，以及德布西音樂創作與他人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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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旋律、素材與節奏
在這一節中將會接續第三節，在德布西慣用重複與模進的做法下，旋律或素
材的使用有什麼樣的不同，例如：作為樂節的主題、如何做出變形、同樣的東西
在什麼地方重複出現…等，透過這個角度，了解旋律的素材是簡潔或多樣，進而
可以觀察出樂曲的統一感是否強烈。

壹、《貝加摩》組曲
（一）〈前奏曲〉
〈前奏曲〉一曲共有 A、B、C、A’四個樂節，其中 A、B、C 三個樂節的主
題性質差異大，相對於其他樂曲，比較沒有強烈的統一感。但除了主題以外，音
樂中仍然有一些音型或節奏型，讓不同樂節聽起來有所關聯，筆者在介紹主題後，
將會介紹這個部分。

樂節 A 的主題，共有四小節，建立在 F 大調上。主題在〈前奏曲〉中，共出
現四次，分別是樂節 A 兩次、樂節 A’兩次。四次主題的第 3、4 小節，和聲都有
不同之處。節奏上，可以聽到十六分音符的流動、中間穿插掛留音稍做停留。
表 2.22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樂節 A 主題四次呈現的差異
譜例

和聲行進

小節數

f

F-B

7

-am7-dm

cm7-ahd7
f

-E 7-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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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7-10

f

Faug-B ahd7-dm
dm-gmdm-G

66-69

72-75

除了主題以外，在樂曲的其他地方，也能夠發現這個特性，讓音樂聽起來前
後有所連結，筆者在稍後的篇幅介紹。
樂節 A 的第 15-16 小節，與樂節 B 的第 30-31 小節，旋律與樂節 A 的主題不
同，但是十六分音符的流動，與掛留音的特徵，使這邊與主題在氣氛上有相似的
地方，也是讓音樂感覺較有一致性的原因。
譜 2.78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15-16 小節

譜 2.79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30-31 小節

樂節 B 的主題，調性轉到 a 自然小調。這個主題旋律，以第 20 小節為原型，
在原型之後的重複，都稍微有變化，沒有完全一致。第 20 小節，節奏上是切分音
節奏，接快速的三十二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的快速音符，使筆者感覺，和樂節
A 主題中的十六分音符有所關聯，是造成音樂帶有流動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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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樂節 B 主題
譜例

小節數

20-22

24-25

36-38

40-41

樂節 C 的主題，建立在 F 大調上，共有兩小節。旋律有級進上行、雙音、八
分音符等特色。不同於樂節 A 主題的快速音符，這個主題相對緩慢。
表 2.24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樂節 C 主題
譜例

小節數

44-45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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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1

除了前述三個主題以外，此曲另外一個重要的音型，可以就兩個角度來看：
1. 節奏：e

xx／xx e 的節奏型

2. 音型：漣音式或級進式的音型
雖然這個節奏型／音型不是音樂裡的主題，但是它多次出現，或參雜一些在
主題之中，都是讓音樂聽起來能夠感覺到前後有關的因素。
另外，在第一章第四節中提到，這首〈前奏曲〉有受到佛瑞的藝術歌曲《月
光》影響，其中借自佛瑞音樂裡的素材，便是這個音型與節奏。下面先看到佛瑞
的《月光》，與德布西〈前奏曲〉相當類似的地方。
譜 2.80 佛瑞藝術歌曲《月光》第 51-54 小節

譜 2.81 德布西《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33-34 小節

132

而德布西〈前奏曲〉裡，e
是像譜 2.81 出現完整的 e

xx 或 xx e 的節奏出現在許多地方，但不

xx xx e 的節奏。筆者以下方表格呈現。

表 2.25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e
譜例

xx／xx e 的節奏型

小節

譜例

小節
15

11, 13

(16)13

23

52

(39)
61, 63

81-82,

(64)

83-84

85-86

這一個 e

xx／xx e 的音型，除了在〈前奏曲〉中出現，在下一首〈小

步舞曲〉裡面，也是相當重要的音型之一。而在〈月光〉裡，則是單獨使用漣音、
級進式的特徵，大量地出現在樂曲一開始的主題。筆者在之後的篇幅中介紹。

（二）〈小步舞曲〉
這首小步舞曲的旋律，如果從頭到尾聽過去，會覺得有相當多種音型、樣貌
在裡面，統一感不是到相當強烈。有些素材似乎樂曲前面出現過，但實際上在哪
裡卻不是太清楚。筆者在這邊將重點式地列出樂曲中主要的旋律音型或素材，讓

13

括弧內的小節數，是指使用不完全的重複或模進手法，但有些變化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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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如何被使用能夠更清楚的了解。

首先是樂節 A 第一小段的主題，建立在 a 自然小調上，共有兩小節。旋律中
十六分符較多，是比較輕快的主題。
除了一開頭的呈現以外，其他都在主題重現的地方出現，像是樂節 A 的最後
一小段的重現、樂節 A’’的開頭的重現。調性上，樂節 A 的最後同樣在 a 自然小調
f

f

上，而樂節 A’’的開頭，正好經歷轉調的時候，因此在 E 、A 、A 上都有呈現。
表 2.26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樂節 A 第一小段之主題
譜例

說明

小節數

在樂曲的一開始出現

1-2

只呈現主題的第一個小節

3

1. 在樂節 A 第一段的最
後出現

12-13

2. 旋律與第一次同音高
或高八度
3. 伴奏的和聲相同，但模
式與先前類似，但有些不

14-15

同
1. 在樂節 A 第三段出現
2. 旋律為第一次呈現的
高八度與兩個八度
3. 伴奏的和聲、模式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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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前不同
44-45

1. 在樂節 A’出現
f

2. 建立在 E 大調上

75-76

f

1. 建立在 A 大調上
2. 第二個小節重複了一

77-79

次

f

第二個旋律，是樂節 A 中第二小段的旋律，建立在 B 大調上，共兩個小節。
這個旋律比較緩慢，音值較長。旋律另外還出現在樂節 A’’的第二小段，轉調到 A
大調。
表 2.27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樂節 A 第二小段之主題
譜例

第三，是〈前奏曲〉裡介紹的 xx

文字敘述

小節數

1. 出現在樂節 A 第二段

26-27

2. 建立在 B 大調上

f

28-29

1. 出現在樂節 A’第二段

82-83

2. 建立在 A 大調上

84-85

e 節奏型／漣音或級進式的音高行進。

這個音型也有出現在樂節 A 的主題中，因此主題出現時，也會在裡面聽到這個節
奏型。另外，它在樂曲裡許多地方都有出現，雖然不像主題那樣明顯，但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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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出現，也讓音樂整體聽起來多了些統一感。
表 2.28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的 xx
譜例

e 節奏型

小節

譜例

小節
5-6,

4

6-7

8 (9)

16

22 (24)

59 (66)
97, 99

89 (90)

(98, 100)

第四，同樣是短小的音型，與上一個音型有關聯。這個音型的節奏是附點節
奏 ed

x，而音高與上一個音型類似，是漣音或級進式的音型。這個音型同樣在

音樂中的許多地方出現，但另外在樂節 B 的第二小段，以這個音型為開頭，因此
也是滿重要的音型。
表 2.29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的附點節奏型
譜例

小節

譜例

4

小節
8 (9)

58, 62

22 (24)

(65)

（三）〈月光〉
此曲的曲式為 A、B、A’三段體，在主題旋律的使用上，樂節 A 與 A’相同，
樂節 B 則是不一樣的特徵。這一首樂曲的旋律或音型素材的使用，相對於〈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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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小步舞曲〉，是較為簡潔的，統一感相對強烈。

第一，是樂節 A 主題旋律，它的特徵有（1）漣音音型、（2）時常停留在長
音這兩種。其中漣音音型，筆者認為與〈前奏曲〉、〈小步舞曲〉中，e

xx／

xx e 節奏的音高有關。除了在樂節 A 出現以外，此旋律也出現在樂節 A’。此
外，樂節 A 主題旋律整體是持續下行的。
譜 2.82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1-8 小節

第二，是樂節 B 的主題旋律，以 hd

q e 的節奏組成，音高是上行，或是先

上再下的走向。
譜 2.83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27-2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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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比較短的節奏型／音型，在樂節 B 裡不斷地出現，但是音高、音程關係
都稍微有差異，唯行進方向、節奏上聽起來產生關聯，是不完全的模進或重複手
法。筆者以表格的方式，呈現此音型出現的地方。
表 2.30 《貝加摩》組曲〈月光〉樂節 B 主題的使用
譜例

小節

31-32

35-36

39-40

43-44

47-48

第三，是樂節 B 第二小段裡的一條副旋律，以樂節 B 主題裡的 q

e 節奏做

延伸，在聽覺上容易產生關聯性。音高為級進式，但有一個駢枝音在其中。
f f f f

譜例在上一個表格中的第 43-44 小節、第 47-48 小節。其音高為「g -a -b -d -c」，
第一次出現在中間聲部，第二次則是最低的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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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月光〉這首樂曲中，有一個造成音樂前後關聯性增強的音型，它的特
徵是在句尾、小樂句上，有下行的音型呈現，但不一定是級進或是跳進（譜 2.84）
。
而此音型有出現的其他地方，筆者以表格呈現（表 2.31）。

譜 2.84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1-3 小節

表 2.31 《貝加摩》組曲〈月光〉裡下行音型的使用
譜例

小節

譜例

小節
8-9

6 (56)

(58-59)

11-14

19-20
16 (18)

(21-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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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36)

30

34

37-38

45, 46

63-65

雖然將不同的特性區分出來，但不難看出，幾種不同的音型，混合出現在樂
曲的各個地方，並沒有明顯的分界。這樣的做法，使得音樂中各個音型融合的很
透徹，統一性也從中顯現，也與前面兩首產生了差異。

（四）〈帕瑟皮耶舞曲〉
這首樂曲的曲式是 A、B、A’三段體，在主題的使用上，樂節 A 和 B 有明顯
的不同，一方面建立在不同的調性上，另一方面則是特徵上有差異。而樂節 A、B
的旋律，在音樂中有與另一個三連音音型銜接或結合的狀況，筆者在主要的元素
介紹之後，再將結合的部分提出來。
樂節 A 這個段落，主題由兩個音型組成。第一個是第 3-4 小節，先跳進向上，
再級進下行的音型（譜 2.85）。這個主題在音樂中會時常出現，向上跳進的音程，
有的縮減到三度，但仍然聽得出來先上後下的行進。這個元素被使用的其他地方，
筆者以表格呈示（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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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85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第 3 小節

表 2.32《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樂節 A 主題的使用
譜例

小節

譜例

3

小節
39, 41,

(11, 30,

138, 140

106, 114)

40, 42,

78-79

139, 141

(86-87, 90-91,

(43, 47,

94-95, 127-128,

142)

131-132)

147-150
(151-152)

下圖：跳進向上也跳進向下，比較沒有原本的主題的樣子
15-18,
118-121
(19, 21, 122,
124)

第二個是級進式的音型，此音型只出現在樂節 A、A'裡，其他地方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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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86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第 3-6 小節，級進音型

樂節 B 在第 59 小節開始，音型主要是先下後上的三度跳進，與 q

ee q q

節奏的結合。
譜 2.87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第 59-66 小節

表 2.33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樂節 B 主題的使用
譜例

說明

小節數
59, 61,
63, 65,

樂節 B 主要音型，

67, 69,

三度跳進為主要特徵

88, 90,
92, 94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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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三度跳進的關係，

76-77,

節奏改變

84-85
125,

節奏變成三連音，

127,

保留旋律的音程關係

129,
131

接著，是樂節 A 裡一個三連音的音型。這是一個四分音符組成的三連音。第
一次出現在第 24 小節，音高的組成比較不一定，可能是跳進三度、漣音、級進式
等，但都保持著三連音的節奏。
譜 2.88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第 24-31 小節，三連音音型

此音型重要的地方在於，在第 24-31 小節出現過之後，它與樂節 A 的第一個
s s

元素「f -c -b」結合，延伸出樂節 A、B 之間的過渡段落，如譜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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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89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第 39-43 小節，樂節 A 第一個元素與三連
音音型的結合

而在樂節 A’的第二小段（第 125 小節），呈現了樂節 B 的旋律，可以聽到三
度音程行進，但是 q

ee 的節奏被三連音給取代，節奏感變得比較模糊曖昧，

而不是原本相當有精神、俐落的樣子。
譜 2.90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樂節 B 主題與三連音音型的結合

s s

就整體來看，樂節 A「f -c -b」這個元素，在音樂中佔了相當大的成份，算
是最主要的素材。雖然樂節 B 的篇幅並不小，共有 37 小節，但其中也還是能夠聽
到樂節 A 的元素，嵌在樂節 B 裡。另外，樂節 A、A’主題的呈現與再現、過渡段
s s

落以「f -c -b」元素做延伸，也都是此音型為何會不斷被聽到的原因。因此筆者
認為，此曲與〈月光〉在旋律的使用上，統一性都比較強烈，但相較之下，
〈月光〉
在素材的使用上，仍然感覺更為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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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個《貝加摩》組曲來看，統一感最為強烈的，應屬〈月光〉一曲，由於
素材使用較少，不同主題的特色雖然有差異，但是音樂的漸進變化，讓聆聽時不
會覺得兩者差異過大。第二，則是〈帕瑟皮耶舞曲〉
，雖然主題之間有差異，但是
在樂曲的後半，可以感受到兩個主題愈來愈有關聯性，尤其都使用三連音的節奏
拉近了彼此。而統一感較薄弱的，
〈前奏曲〉與〈小步舞曲〉則不分軒輊。前者在
主題的使用上較多元，彼此之間的關聯薄弱，唯整首樂曲的氣氛仍然保持連貫、
一致性；後者則是主題多樣、各個樂節的氣氛差異與變化也大，是相較之下最為
多變的一首樂曲。

貳、《為鋼琴的》組曲
（一）〈前奏曲〉
〈前奏曲〉一曲，主要有兩個素材，其各別的性質差異大，容易分辨。樂曲
中除了能夠聽到原來的旋律大量出現以外，也會聽到有許多從原型衍生出來的變
型，雖然是變形，但有漸進地轉化，因此不會感受到強烈的變化。
兩個旋律都在樂節 A 中有完整的呈現，在旋律介紹之後，筆者將會提到樂節
B 的旋律與這兩個旋律哪裏相關，以及有什麼樣的特色。

第一個旋律，出現在樂節的一個段落，共有兩小節長，第一次出現在第 6-7
小節，是此曲的第一個主題。這個主題中有兩個音型，分別是：
1. 以音階級進式、音值為四分音符的音型。
2. 音階級進之後，是先跳進後級進（駢枝音）的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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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91 《為鋼琴的》〈前奏曲〉第 6-7 小節

第一點「音階級進」這個音型，在樂曲中會出現許多次，主要都在 a 自然小
調的段落中出現。除了級進的音型之外，它也有減值（變成十六分音符）
、倒影的
做法，保留音階級進的樣貌，在聽覺上容易感覺到一致性（表 2.34）。
而第二點「先跳進後級進」的音型，從原本的形貌，逐漸變形成級進的二度
音程。筆者在下面的表格中，分作兩個不同的音型比對，也將變化的地方提出說
明。
表 2.34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樂節 A 第一個主題，第一音型：音階級進
譜例

小節數
8-9, 27-28,
29-30, 97-98,
(99-100)

24-26, 39-40,
115-118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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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43

表 2.35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樂節 A 第一個旋律，第二音型：先跳進後
級進
譜例

小節數
10-11, 12-13,
31-32, 33-34,
102-103,
104-105
14-15, 35-36,
37-38,
105-106

樂節 A 的第二個旋律，是一個重複音的音型，是連續八分音符的節奏。重複
音主要出現在 a、g 兩音上（譜 2.92）。此旋律是樂曲的第二個主題，另外也有用
在前奏裡。
譜 2.92 《為鋼琴的》〈前奏曲〉第 1-3 小節

147

表 2.36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樂節 A 第二個旋律的使用
譜例

小節數
3-5
(129-131,
132)

5 (131, 133)

43-46, 47-50,
119-122,
123-126

51-53, 53-55

55-57

61-63
(63-65)

65 (66)

12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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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35
(136-137,
138-139)

樂節 B 的主題，是來自於前面討論過的，第 6-7 小節的旋律素材（譜 2.91）
。
但是，樂節 B 整個段落都由全音音階所組成，因此並非完全仿照取用，而是將音
高移至全音音階上。下面表格中可以看到，原本的旋律是「a-b-c-d-b-c」，在樂節
f f

f

B 中則是將 a、b 二音降半音，變成「a -b -c-d-b -c」
。而整個樂節 B，也多次完整
重複這六個音，總共有五次，而另有最後一次只重複前三音。
表 2.37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樂節 A 第一主題與樂節 B 主題
譜例

小節數
6-7
（樂節 A
第一主題）
75-76, 77-78
(83-84,
85-86, 91-92,
93-94, 95)

雖然樂節 A 裡的兩個主要旋律特徵差異大，但除了這兩個旋律之外，整首曲
子看下來，二度音程無所不在，就連樂節 A 第二個旋律中，也有這個特徵在（譜
2.92），因此在旋律、素材的使用上，統一感是滿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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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薩拉邦德舞曲〉
〈薩拉邦德舞曲〉在樂節 A、B 各有一個主題旋律，由主題旋律衍生出來的
音型在音樂中並不多，而是另有一個重要的音型素材（X 音型）
，以許多的變形方
式，出現在音樂的各個地方，使音樂聽起來都圍繞在這個音型下。下面的篇幅，
將會先介紹兩個樂節的主題，再介紹貫穿全曲的重要音型。

樂節 A 的主題旋律，是一個拱形的旋律線條，共有兩小節（譜 2.93）。此旋
律線條主要出現在樂節 A 與 A’，共出現三次，分別是樂節 A 兩次，樂節 A’一次。
譜 2.93《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1-4 小節

表 2.38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樂節 A 主題出現的地方
譜例

小節數

15-18

42-45

150

46-4714

s

樂節 B 的主題旋律，共有兩小節。主題有重複音的特徵，第一次出現時以 c 、
e 二音組成。其他聲部也以相同的旋律輪廓，與主題平行。
譜 2.94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23-26 小節

而這個旋律再次被使用的地方，只有一次，緊接在上方譜例後的兩小節（第
27-28 小節）。這邊音高移高了三度，且縮減句子，第一小節出現後，立即重複了
一次，但稍微有些變化。

譜 2.95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27-28 小節

前述此樂曲相當重要的音型 X，是來自樂節 A 主題的句尾裡，第二小節的高

14

151

s s

音旋律「e-g -g 」，節奏是 ee

h。此音型有幾點特徵，以條列式表示：

1. 三度向上跳進
s

2. 重複音的特徵，g 音重複兩次
3. 以長音結束
譜 2.96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2 小節，X 音型

由於此音型的變形較多，也有以變形的音型再做變化的狀況，因此筆者在下
面的表格中，將會以文字說明，將變形的部分提出。
表 2.39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第 2 小節，X 音型的變化
譜例

說明
三度跳進變成四度，
二分音符變成四分音符

三度跳進變成
二度級進

二分音符變成
四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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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節數

5 (46, 66)

14

19-20

8 (49, 59)
跳進消失，保留重複音、
長音結束的特徵
24, 26

表 2.40 X 音型從變形後的四度跳進（見第一欄）衍生出的音型
譜例

說明

跳進變成四度

小節數
9 (56, 57,
60, 61)

四度跳進變成二度級進，

10 (11,

節奏相同

12)

四度關係的跳進音型

13-14

四度跳進的倒影，
但是沒有重複音，

四度跳進的倒影，節奏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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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51 (53)

表 2.41 從樂節 B 主題中間聲部衍生出的音型 Y
s s

s n

中間聲部為「f -f -a-g -g 」，
重複音之後，三度跳進，再
半音下行

跳進變成四度，半音下行的
音變為調性音階內的音

23 (24,
27, 28)

29 (33)

最後，還有一個音型 Z 也是在樂曲中出現多次，但頻率不及上一個多，是個

xx e 的節奏，級進式下行的音型。此音型常常與上一個音型在前、後出現。
下面則以另一個表格，呈現此音型在音樂的什麼地方出現。
表 2.42《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舞曲〉音型 Z
譜例

說明

小節數

出現在樂節 A，

5, 66

第一次出現

(46)
9, 10
(11, 12,
56, 57,

音高的音程關係稍微改

60, 61)

變，節奏不變
19-20

節奏是原本的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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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36 (38)

出現在樂節 B。節奏逆行，
變成 e

xx，也可以看做

樂節 B 衍生出來，見表格

23, 25
(27)

2-4-20
同為 Z 音型之節奏逆行。也
可以看做樂節 B 衍生出

29 (33)

來，見表格 2-4-20
出現在樂節 A’的最後一
句，音型是級進式，但不
是音階的樣子，比較像漣

63-64

音音型。節奏是倒過來的

e xx

整體來看此曲的旋律素材，除了樂節 A 的拱形主題旋律比較少見以外，其他
旋律如樂節 B 主題旋律、ee

h、X、Y、Z 的音型，充斥在音樂的各個地方，

即使變形的做法有很多種，但仍然讓音樂聽起來有相當強烈的統一感，前後相當
一致，是這首樂曲獨特的地方。

（三）〈觸技曲〉
此曲為五段式輪旋曲式，即 A、B、A’、C、A’’五段。除了樂節 A、A’、A’’
的主題相似以外，樂節 B、C 的主題則大不相同，凸顯出各樂節之間的差異性質，
而不是追求音樂的統一性質。不過，整首音樂從頭至尾，都可以聽到十六分音符
的快速流動，造成了相當一氣呵成的感覺，沒有被不同的織體，打斷對音樂的感
覺。筆者將會先介紹個樂節的主題，接著再介紹快速十六分音符各個不同的呈現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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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樂節 A 的主題，建立在 c 自然小調上，以單聲部的旋律線條組成，節奏上都
是十六分音符，共有八小節。除了在樂節 A 出現以外，在樂節 A’、A’’以及尾奏，
都可以聽到這段旋律，但彼此之間有些變化存在。
表 2.43《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樂節 A 的主題四次呈現的差異（呈現前四小
節）
譜例

文字敘述

小節數

在樂節 A 出
現，為單旋律線

1-8

條

在樂節 A’出
現；此旋律加上
兩個聲部的伴

62-69

奏
在樂節 A’出
現；調性變成
s

C 大調；以四
分音符八度音

198-205

伴奏單旋律主
題
在尾奏出現；同
s

樣是 C 大調；
單旋律主題變
成八度音，伴奏

228-235

的聲部也同樣
是八度音

樂節 A 的另一個主題，則是建立在 E 大調常用的和聲上，短暫地出現八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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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這一個主題，在樂節 A 與 A’’中都可以看到，樂節 A’則是篇幅較小，馬上就
轉進樂節 C，因此沒有呈現出這個主題。主題中同樣可以看到快速的十六分音符，
s s

s s

可視作為旋律線條，或是將低音的級進下行的音高「e-d -c -b-a-g -f -e」當作旋律。
表 2.44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樂節 A 第二主題
譜例

小節數

13-20

210217

樂節 B 的織體，傾向於和弦式行進，主要的音型並不像樂節 A 第一個主題那
樣明顯，比較像是融合在和聲之中。主要音型以兩個四分音符為一組、半音向下
行進的音型組成。而這個音型在樂節 B 中也有不同的變化，會在下面以表格提出。
另外，此音型也被使用在樂節 C 接樂節 A’’、樂節 A’’接尾奏的過門中，透過
半音行進，使張力聚集，也是相當重要的音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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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樂節 B 旋律主要音型
譜例

說明
為半音級進下行、
四分音符構成

變成全音級進上行，是原本
旋律的倒影；節奏不同

小節數

26-33

34-41

只剩下四分音符的節奏特
色，主要音型的音程關係消

42-29

失
使用在過渡段落、過門的地方
在過渡樂段出現；出現在中間聲部、半音級進上行

182-197

在樂節 A’’的過門出現（進入尾奏之前）；同樣出現在中間聲部，上面
聲部是半音級進向上，下面聲部是半音級進向下，使用了樂節 B 的原 221-227
型與第一次變形的音型

樂節 C 的主題，共有是一個八小節的樂句，可分為前四、後四小節來看，筆
者分作兩部分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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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四小節：以二分音符長音、級進向下的音型構成，如譜 2.97
2. 後四小節：旋律呈現拱狀，以附點節奏、三度跳進的音程組成，如譜
2.98
譜 2.97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樂節 C 主題前四小節，第 81-84 小節

譜 2.98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樂節 C 主題後四小節，第 85-88 小節

這個樂句在樂節 C 中出現的方式都相同，共出現了四次（含第一次）
，分別建
立在 F、G、C、D 大三和弦上。
表 2.46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樂節 C 旋律的四次出現（只呈現前四小節）
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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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於和弦

小節數

F 大三和弦

81-89

G 大三和弦

96-104

C 大三和弦 114-122

D 大三和弦 128-136

而讓樂曲的整體性相當強烈的，則是從頭到尾不中斷的十六分音符。十六分
音符時而融入主題、時而作為伴奏，而伴奏音形上相當多變。雖然在許多地方不
是主要旋律，但仍然是此曲相當重要的部分，也是造成樂曲一氣呵成的主要原因。
表 2.47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十六分音符的各種樣貌
譜例

說明

譜例

說明
琶音

樂節 A

音型

主題

分解

顫音

和弦

音型

減五度

一音保

、

留、一

半音向

音變動

上行進

的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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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弦
分解成
雙音

從整個《為鋼琴的》組曲來看，筆者認為，統一性質最為強烈的，應屬〈薩
拉邦德舞曲〉
，其以一個音型，透過變形的手法，融合到整首樂曲中。其次，則是
〈前奏曲〉
，雖然主題之間的節奏感相差很大，但是透過二度音程這個關係，拉近
了兩個旋律的差距。最後則是〈觸技曲〉一曲，雖然有從頭到貫穿至尾、不停歇
的快速十六分音符，但是主題之間的差異明顯，是造成統一感比較薄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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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樂曲詮釋
在彈奏德布西的音樂時，筆者認為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大概是速度、踏瓣，
或是面對樂曲該有哪些想法，詮釋被稱作為「印象」的音樂。在進入各首樂曲詮
釋之前，筆者先分為幾個部分，探討這樣的問題德布西是怎麼看待的。
速度上的選擇會有困難，主要是德布西的音樂中少有標記確切的節拍器速度，
不同於同時期其他作曲家已經比較習慣寫下數字，表示速度快慢。針對這個部分，
鋼琴家賽西麗亞・杜諾頁在 Debussy in Performance 一書中提到：

…德布西的音樂中有三樣主題，是倚賴演奏者的常識與音樂上的智慧，分別
是：指法、踏瓣與以節拍器數字記下的實際速度。在一封 1915 年 10 月 9 日
的信中，德布西對出版商狄朗，表達他對節拍器數字十分明確的看法：「你
知道我對節拍器標示的想法是什麼：它只合適於單一小節…然而就是有『那
些』聽不見音樂，以及將這些記號當作權威因而更聽不見的人！但要怎麼做，
請隨你便。」1

德布西這番話，可以讓我們在考慮樂曲速度的時候，多一些彈性，不用刻意
地去追求「什麼速度才是最接近作曲家」所要的，或是計較速度是否有達到譜上
所標記數字的，而是應該將注意力放在聽覺、感官上。
踏瓣的使用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要素。如同筆者在第一章第三節提到，一般對
於德布西音樂的認知，會與印象主義的概念連結，並聯想到印象主義的繪畫—模
糊不清的畫面、沒有具體輪廓的事物。類比到音樂上，變成試著使音樂如同繪畫
一樣模糊、混合音樂中的各個細節。為了達到這個結果，踏瓣便是相當重要的部

1

‘But there are three subjects about which Debussy relied on performers’ common sense and musical
intelligence: fingering, pedaling, and exact tempo, as indicated by metronome markings. About the latter,
he expressed his point of view in no uncertain terms to Jacques Durand, in a letter dated 9 October 1915:
“You know what I think about metronome marks: they’re right for a single bar… only there are ‘those’
who don’t hear music and who take these marks as an authority to hear it still less! But do what you
please.” Briscoe ed., op. cit.,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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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許多地方都以踏瓣來達到「模糊」的目的，揉和旋律與和弦。
但是實際上，德布西的音樂不傾向印象主義，在前面的章節已經提過，他本
人相當反對「印象派」的標籤；相對地，德布西的音樂在概念上，更為接近象徵
主義，用盡全身的觀感、知覺，去感受音樂傳達出的各種感覺、畫面、氣味或是
字眼，與身體、精神產生共鳴。如果要完整地接收這些細節，就不能試著往模糊
的方向前去，反而要注重在旋律的清晰度、敏感地感受和聲變換等，才能夠清晰
地反應音樂的種種變化。
回到踏瓣的使用上，德布西在全數的手稿與出版的譜中，踏瓣記號的標記相
當少，幾近沒有。德布西自己說過：「踏瓣不能被標記下來…它在不同的樂器上、
不同的房間或廳變化」2，顯示出在不同的場域、不同的鋼琴樂器彈奏時，不能只
是遵循作曲家的標記，變成一種單一的方式，而是要跟著變化，以各個官能去感
應其中的細微改變，如同德布西說的「相信你的耳朵」。3而除了踏瓣的使用以外，
演奏者也必須「精煉自己的觸鍵知覺和手指尖的輕盈及準確度」4，以期傳達清晰
的音樂。
在《貝加摩》組曲、《為鋼琴的》組曲中，筆者使用上海音樂出版社的《德
布西鋼琴作品全集》樂譜上，都沒有任何踏瓣記號，因此，所有譜例裡的踏瓣記
號，皆為筆者所用，僅以提供參考。5
這一個章節裡，將會針對各首樂曲，敘述筆者自身詮釋時的經驗以及彈奏方
法。少部分的地方，會以德布西本身或同時期鋼琴家的說法，來幫助詮釋音樂時，
能夠比較接近作曲家所要的樣貌。

2

Roger Nichols, Debussy Remembered (London: Amadeus Press, 1992), 162.
‘Faites confiance á vos orielles.’ Briscoe ed., op. cit., 99.
4
‘…the Debussy pianist needs an especially refined awareness of touch, a particular combination of
weightlessness and precision at the fingertips…’ Roberts, op. cit., 41.
5
由安川加壽子校訂、全音樂譜出版社出版的德布西樂譜上，才有大量的踏瓣記號。但此做法背
離德布西的本意，因此不加以採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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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貝加摩》組曲
（一）〈前奏曲〉
此曲的速度術語，標示為「中板（自由速度）」，如果依照節拍器之於中板的
速度，大約會在每分鐘 108-120 拍。筆者在選擇速度上，傾向於慢一點的速度，
讓整個音樂聽起來較為輕鬆、不緊迫，因此速度大概在每分鐘 92-100 拍之間。
第 1-10 小節，主要旋律兩次出現之後，分別接到不同的和弦（譜 3.1）
，第一
次是 F 大三和弦，第二次是 c 小七和弦。相較之下，雖然兩次的表情記號都是「漸
f

弱－弱」，但第二次的和弦可能由於 E 音的使用，和弦色彩比較晦暗，有緊縮的
感覺。因此，彈奏第一次（第 1 小節）時，筆者會直接地接到 F 大三和弦，音量
上沒有漸弱太多；彈奏第二次（第 7 小節）時，筆者的彈奏則音量會漸弱多一點，
速度上做出稍微慢一些的處理，但很快地就回到原速。
而第 1-10 小節的織體以多聲部為主，而主要旋律上有許多掛留音出現，因此
在彈奏時，筆者會在掛留後稍微停一下，可以聽到掛留音與其他聲部所共構的音
響，也使主要旋律出來時能夠清楚地被聽到，在譜例中以打勾記號表示。踏瓣的
使用上，筆者則配合和弦的變換，一起更換踏瓣，以防產生混濁的音響為主。
譜 3.1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1-10 小節

續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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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樂節 B 裡面，有幾句旋律是右手彈完後，最後一個音接給左手（譜 3.2、譜
3.3），筆者認為在這些地方一隻手彈奏，十六分音符能夠比較平均，並且不用在
半拍的時間內大範圍地移動左手，因此將這些旋律都交給右手處理。譜例中附上
筆者使用的指法，提供參考。
譜 3.2 〈前奏曲〉第 20 小節

譜 3.3 〈前奏曲〉第 26 小節

樂節 B 的織體，與樂節 A 相當類似，低音以和弦伴奏，高音旋律主導音樂。
因此筆者在踏瓣的使用，與樂節 A 相同，主要是在和弦變換的時候，一起更換踏
瓣，保持旋律清晰。

166

譜 3.4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20-22 小節

在樂節 A’開始的地方，音樂從 F 大調屬和弦回到主和弦，相當華麗地回到主
題。然而在主題後面的第 68 小節，不像前面第三小節使用 F 大三和弦，而是使用
增三和弦，在感受上相當震撼，突然接到增和弦是相當驚奇的做法。筆者在要接
到增三和弦之前，會稍微停一下，一方面預期大三和弦出現，一方面卻是出乎預
料、出現增三和弦。如果直接接過去，反而是太過於輕視這個和弦。踏瓣的使用，
則是在第 67 小節放掉，讓停空的地方沒有殘留的音響，待增三和弦彈出，再一起
踩下踏瓣。
譜 3.5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65-68 小節

第 76-81 小節，音樂主要停留在屬和弦上，期待解決至主和弦。表情術語只
有「漸強－更多漸強－大聲」的音量漸進，速度則沒有任何標示。而在這邊，筆
者彈奏時會隨著漸強記號、音高向上攀升，稍微做一些漸快；尤其在第 78-80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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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第三、四拍，音階向上行進的音型中，會彈奏出明顯的漸快，有推進的感覺，
渴望解決到主和弦。
在第 78-80 小節第三拍指法的使用，筆者將記譜給左手的音，交給右手彈奏，
而不是給左手，以下筆者在譜例中記上自己使用的指法，提供參考。
譜 3.6 《貝加摩》組曲〈前奏曲〉第 76-81 小節

（二）〈小步舞曲〉
〈小步舞曲〉的速度術語是小行板（Aadantino）
，也就是比行版稍快、比中板
稍慢。如果照節拍器的速度彈奏，大約是每分鐘 80-108 拍的速度。但是這個速度
筆者覺得太快，不是因為小步舞曲本身的舞蹈速度，而是此曲一開始有裝飾音與
快速的三十二分音符，筆者認為如果要將它彈清楚，速度就需要放慢一些，才能
清楚地做到。因此，筆者選擇的速度，大約在每分鐘 66-72 拍，也還算是符合小
步舞曲的速度。
另外，開頭的表情術語為「很弱且十分精巧的」（pp et tres délicatement），音
樂為十六分音符為主的旋律、伴奏有許多休止符，因此在彈奏時筆者認為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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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制音踏瓣，保持音樂的清晰，但需要踩弱音踏瓣（soft pedal）讓音樂維持在很
弱的音量；觸鍵應該稍微快一些，讓聲音比較靈巧、果斷，以達到音樂較為輕巧、
幽默的性質。
譜 3.7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1-3 小節

f

第 26-29 小節，音樂進入樂節 A 的第二段主題，音樂上是 B 大調的屬和弦解
決到主和弦，第 26 小節低音的 F 音突然拉開音域，加上屬九和弦的音響，有一股
相當溫暖的感受迸發出來。這個地方表情術語為「弱，有表情地」（p espress.），
筆者彈奏時，首要注意低音的 F 音，其需要持續兩小節，音量不能夠太弱；高音
聲部則保持清楚能夠聽到，但不需要太大聲；左右手的中間聲部，我的觸鍵會慢
一點，彈出比較柔軟的音質。但右手的中間聲部跟左手中間聲部相比，筆者認為
是比較重要的線條，可以稍微彈清楚一些，讓主旋律與流動的中間聲部交織，一
方面可以聽到兩條旋律線，另一方面也可以感受到彼此融合為一體。
譜 3.8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26-29 小節

樂節 B 第一段、第 50-51 小節，音樂從上一個樂節的 a 自然小調，突然轉到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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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第安調式，性格上感覺比較明亮、正向。尤其第一拍由 f、a 音組成的大三度，
迅速地給了這樣的感覺。這邊的力度記號標示為「大聲」
，筆者彈奏時，觸鍵上會
較為大力，尤其強調出第 50 小節第一、二拍的重音記號。旋律的處理上，高音聲
部是比較容易被聽到的，因此筆者彈奏時會注意第 50 小節一、二拍後，接到低音
的旋律線條（譜 3.9）。筆者踏瓣的做法，標示在譜例上，以清楚聽到旋律行進、
和聲變換為主。
譜 3.9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50-51 小節

樂節 B 第二段、第 58-60 小節，主題的音域上不像樂節 B 第一段那麼廣，音
量上也變成小聲，雖然是轉到 D 大調，但並不是清楚、明亮的感覺，反而有著淡
f

淡的疙瘩在，不太能夠開心起來的感覺，可能是第 58 小節的 E 音、第 59 小節的
f

B 音與其和聲造成。這邊的觸鍵會比第一段慢、軟一些，但還不到樂節 A 第二段
（譜 3.8）那樣，畢竟節奏、運音上差異大。節奏上是附點節奏，加上兩兩一組的
圓滑線，筆者在彈奏時會將彼此斷開，踏瓣也會跟著斷開，彈出有點俏皮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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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3.10 《貝加摩》組曲〈小步舞曲〉第 58-60 小節

（三）〈月光〉
此曲在開頭的術語標記「十分有感情的行板」（Andante trés expressif）。在速
度的選擇上，筆者採取的速度仍然比較慢，大約在每分鐘 60-66 拍，而不是行板
每分鐘 76-108 拍的範圍內。透過比較慢的速度，仔細地感受和弦與旋律的轉變。
f n

尤其在開頭一連串下行和弦中，第二個小節低音的 g -a （譜 3.11）
，是半音變化的
效果，需要相當敏感地反應出來。另一方面，此曲的樂節 B 速度標記為「快一點
點地」
（un poco mosso）
，筆者的詮釋會稍微將速度加快，因此前面樂節 A 慢一點，
也可以讓樂節 B 從容地彈出比較快的速度。
樂曲的一開始，在踏瓣的使用上，德布西「建議在開始前踩下兩個踏瓣（制
音與弱音踏瓣）
，
『使泛音能夠共振』」
。6觸鍵上，筆者以慢一點的觸鍵為主，但不
宜過慢，否則容易太過於小聲而聽不到，尤其左手低音的三拍長音與右手旋律的
兩拍長音，要能夠到音值的最後都聽到，音量就必須多一些，因此觸鍵力度不能
太小。

6

‘He suggested to put down both pedals before one start, “in order to let the overtones vibrate.” ’
Nichols, op. cit.,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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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3.11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1-8 小節

第 15-16 小節，出現速度記號「自由速度」
（Tempo rubato）
，力度記號是「很
弱」
，氣氛上變得比較神秘、不知道接下去會發展成什麼樣子。在速度的變化上，
筆者以箭頭記號表示「自由速度」的做法，箭頭長短的圖示表示漸快、漸慢的多
或少。觸鍵上則必須彈得乾淨、清楚，由於「很弱」的音量，筆者會使用弱音踏
瓣，觸鍵不宜再太慢或太軟，否則會聽不清楚。踏瓣的處理，筆者隨著和弦的變
換就換踏瓣，以防和聲過於混濁，並且注意音量是否過大。
第 19 小節過後，力度記號標示「一點一點地漸強且活潑的」
（peu á peu cresc.
et animé）
，其中「活潑的」反應在速度上，筆者的詮釋是愈來愈漸快。第 21 小節
之後（譜例之外，無附圖），同樣是愈來愈快，愈來愈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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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3.12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15-20 小節

第 51 小節，樂節 A’的地方，是筆者認為此曲中相對難的地方。在譜例中可
以看到，速度記號是「回到原速」（a Tempo 1o），力度記號是「甚弱」（ppp）。高
音的旋律基本上與樂曲一開始的差異不大，中間聲部是一串琶音上行，最低音則
是長音出現在第一、三拍。這邊難的地方在於，在這麼小聲的狀況下，低音的長
音是相對比較難掌握音量的，必須考量長音彈了之後會逐漸漸弱，因此不能太弱，
但又不能太突出，破壞了靜謐的樂段；第三拍的附點四分音符則是需要考量要以
什麼樣的音量接續前一音的漸弱，也是比較難掌握的地方。
又或許，
「甚弱」的音量不是要將注意力放在彈得多小聲，而是在氣氛、精神
上要顯現出相當寧靜、平靜的狀態，在詮釋時也可以朝這個方向揣摩。
踏瓣的使用，主要是依照低音的出現，跟著換踏瓣。中間聲部的琶音，在彈
奏時第一、二音之間會有一些間隔，以區分出低音、中間聲部不同的音色與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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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3.13 《貝加摩》組曲〈月光〉第 51-52 小節

（四）〈帕瑟皮耶舞曲〉
此曲如同第一章第四節所說，是德布西受到佛瑞的《帕望舞曲》影響而做的
樂曲，原先的標題也是命名為「帕望舞曲」
，是出版前的校訂時才改作為舞曲特性
不同的帕瑟皮耶舞曲，以免出版後被認出與佛瑞的樂曲過於相似。樂曲一開始的
速度記號是「不太快的快板」（Allegro ma non troppo），對於帕瑟皮耶舞曲的特性
來說，快板的速度是適合的，但是對於帕望舞曲的特性，速度就過快了。如果考
慮帕望舞曲的速度，如佛瑞的《帕望舞曲》，其樂譜上標示速度為每分鐘 84 拍，
則與快板的速度差太多。而筆者認為，這首〈帕瑟皮耶〉舞曲，可以選擇像是帕
望舞曲較慢的速度，也可以選擇德布西所註記的快板速度。筆者則是選擇前者，
以比較慢的速度彈奏。
樂曲的前奏，低音以帶有跳音記號、分解的開離和弦開始，到第三小節標記
「相同」
（simili）
，表示跳音記號持續。這個地方為了清楚呈現跳音記號，筆者都
不使用踏瓣，以保持清晰（譜 3.14）
。而使用踏瓣的地方，是到了第 15 小節開始，
譜表中有漸強記號，高音旋律是大跳的雙音，為了呈現漸強與圓滑記號，在圓滑
線的第一個音短暫地踩下踏瓣，使旋律聽起來連貫，也輔助愈來愈漸強的力度表
現（譜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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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3.14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1-3 小節

譜 3.15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15-18 小節

此曲的低音分解和弦，跳奏的運音必須一直持續到第 36 小節才停止，才出現
圓滑線的符號，結束跳奏的運音（譜 3.16）。這也意味著，第 36 小節之前的踏瓣
使用，必須比較節制，以防踏瓣讓音響太渾濁。
s

第 39 小節開始是一段過渡段落，調性在這個段落中，從 f 自然小調轉到 A
大調。由於在調性過渡的地方，音樂的方向也比較不明確，尤其在第 39 小節第三
拍的減三和弦音響，與「更弱」的力度記號，更是增加不確定的感受。踏瓣的使
用上，筆者隨著低音弱起拍的音型踩放，不在休止符出現的地方出現殘留的音響。
而音樂中的不確定感，必須到第 46 小節，解決到 E 大三和弦上，才有滿足、
s

s

s

肯定的感覺。第 46 小節的第一拍，和弦的音高組成是 c -e-g ，c 音是倚音。由於
出現在正拍上，筆者將此和弦彈得比較重、比較強調，音值上做些微的拉長，接
著才解決到 b 音，紓解了音樂的張力。
175

譜 3.16《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36-47 小節

第 59 小節，樂節 B 的開始，音樂轉到 A 大調，旋律有使用跳奏的運音，情
緒上比較活潑、愉快。在手稿中，德布西曾在第 59 小節寫下表情術語「有力的、
精神充沛的」
（energico）
，雖然後來在校訂時刪除，但不難看出他對這一段音樂的
想像也是比較偏向明亮的音響。比較特殊的是，低音的伴奏，去除了圓滑線的運
音記號，但也沒有跳奏的記號，因此該彈連或跳是可以選擇的。筆者在這裡選擇
彈跳奏，與音樂比較正面的性格配合，展現出比較活潑的感覺。踏瓣的使用，則
在第一拍短暫地踩一下就放開，以稍微強調右手的持音記號。第四拍的持音記號
就不踩踏瓣，靠手指做出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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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3.17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59-62 小節

第 125 小節，樂節 A’的第二段，音樂重現了樂節 B 的主題，不過寫作三連音
的樣子，而不是上一個譜例那樣有精神的的節奏，反而變得比較曖昧、節奏感模
糊。這邊的低音，與樂節 B 同樣沒有圓滑線或跳奏記號，因此彈奏時，筆者配合
力度記號「更弱」（più p），以及節奏比較曖昧的三連音，彈奏時踩 1/2 的制音踏
瓣加上斷奏，觸鍵上比較軟、黏，另外也踩弱音踏瓣，讓音響有溫暖的感覺。第
129 小節，高音旋律移高八度，譜上的力度記號為「一直弱」
（sempre p）
，筆者彈
奏時採圓滑奏，觸鍵會比第 125 小節快一些，彈出比較清楚的音質；踏瓣的使用
上，制音踏瓣比第一次深、放掉弱音踏瓣，整體音量會比譜上標記的「同樣弱」
來得強。
譜 3.18 《貝加摩》組曲〈帕瑟皮耶舞曲〉第 125-13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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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為鋼琴的》組曲
（一）〈前奏曲〉
前奏的旋律，有重複音的特色，而運音上每個音都加上重音，是不圓滑奏（non
legato）的狀況，因此彈奏時必須顯現出很堅決的感覺，不能有一絲鬆懈。樂段的
彈奏方式，一般是將低音的主旋律交給左手，高音的十六分音符交給右手，不過
筆者在這邊，將分解和弦都交給右手彈奏，左手則彈奏後半拍的八分音符（譜 3.19），
對我而言，這樣彈分解和弦比較能夠平均，但同時仍需注意旋律變成兩手演奏時
的平均度。
譜 3.19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1-5 小節

第 6 小節、樂節 A 的第一段，主旋律由四分音符、級進素材組成，最低音 a
音像是鐘聲一樣敲響，感受上有些詭譎的氣氛。第 6 小節的速度記號是「一點點
的突慢…漸漸地回到原速」（un peu rétenu…peu á peu, reprendre le mouvt），步伐
先是比較深沈、緩慢，到第 8 小節開始，順著音型上升漸快。踏瓣的部分，筆者
為求保留持續音 a 音，會在第 6 小節 a 音彈奏之後，迅速踩下中間的「持續音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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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
（sostenuto pedal），讓持續音在第 14 小節手指放掉之後，仍然能夠持續共鳴，
製造出厚實的低音感。
在音量上，第 6 小節記下「弱」的音量後，就沒有其他記號，但彈奏時不刻
意壓抑音量，而是順著旋律的起伏變化，稍微有音量的漸強、漸弱。
譜 3.20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6-9 小節

第 39 小節的過門，表情記號是「愈來愈漸強」（peu a peu cresc.），從原本
的單旋律，拉開八度音域，並重複帶有重音的 a、c 音。音樂突然脫離第一樂段的
朦昧不明，變得相當有活力、激動。筆者在踏瓣的使用，是從第 39 小節的不踩踏
瓣，漸漸增加，直到第 41 小節開始一拍換一次（譜 3.21），將漸強做出來。
譜 3.21《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39-42 小節

第 43 小節、樂節 A 的第三段，旋律音型與前奏相同，同樣是重複音的特徵，
因此性質上同樣比較剛烈。而這邊除了堅決的性格外，透過高低音和弦齊奏，更
展現了輝煌的音響效果。許多增三和弦，讓音樂聽起來比較幽默。演奏上，透過
運音法的不同，將同樣的二次旋律表現出差異。第一次旋律是圓滑線加上加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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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ato）、跳音記號，彈奏時較短促並踩踏瓣（譜 3.22）；第 48-49 小節的圓
滑奏，手指就不離開琴鍵過多，製造比較綿密的效果，表現出反差。
譜 3.22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43-51 小節

f

第 55 小節，音樂半音爬升，到第 57 小節的 a 音是目前為止最高潮的地方，
筆者彈奏時的踏瓣順著加強音的記號踩，也就是在第一拍與第三拍（譜 3.23），
而第一拍的踏瓣又比第三拍長一些。除了踏瓣，筆者在第 56 小節速度上會些微的
變慢，將高音部半音上行、低音半音下行產生的擴張感表現出來。

180

譜 3.23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55-57 小節

第 75 小節開始，音樂建立在全音音階上，由於沒有主屬和弦的關係，音樂聽
起來比較飄渺、沒有張力，與樂節 A 氣氛起伏的調性音樂形成對比。樂節中的音
量主要是「很弱」（pp），因此踩著弱音踏瓣，讓音樂保持靜謐的感覺。而第 79、
87 小節的兩個插入句，三連音和弦的音效帶來閃爍的感覺，為這個段落增添色彩。
譜 3.24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79-80 與 87-88 小節

第 127-129 小節，音樂的織體有一點像前奏段落。前奏是左手旋律與右手分
解和弦伴奏的做法，這邊的右手有時是一般和弦，而非全部都是分解和弦。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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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半拍的和弦，製造出急促的節奏感；力度記號是「很強」（ff）的音量，加上小
調的調性，強烈凸顯出不安的氣氛。第 127 小節的踏瓣，可以選擇留住低音 e 音，
音響上會感覺比較渾厚，不留的話則感覺清新，更能感受到織體的變化。筆者選
擇前者，將踏瓣留住，讓低音 e 音保持共鳴，產生壯闊的感覺。
譜 3.25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127-129 小節

第 134 小節開始是尾奏段落，音樂因為全音音階的關係，沒有調性提供的方
向感，變得比較朦朧的感覺。隨著低音持續下探，和音量愈來愈小聲，像是到了
未知的地方，只能亦步亦趨地感受和聲、旋律變化。
f f

第 134-142 小節的低音與中間聲部，產生了增四、減五音程，與顫音伴奏 a -b

音，都暗示了全音音階的性質，直到第 138 小節，才回到調性音樂的感覺。因為
音程特殊，所以筆者在彈奏低音聲部的長音時，會稍微強調一些，觸鍵比較深沈，
給予它多一點的時間，顧及音程、和弦彼此的重要關係。
譜 3.26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134-14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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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圖

第 148 小節開始是裝飾奏樂段，筆者將左手的和弦彈成琶音，最低音彈在拍
子之前，凸顯出從第 142 小節（上譜例最後一小節）甚弱（ppp）的音量，一路漸
強過來，在第 148 小節終於到達氣氛比較穩定的地方。而第 149 小節的第一拍，
筆者則將和弦則是彈成低音至高音琶音上升，強調和弦的最高音。在彈奏的速度
上，跟隨音樂張力，找出重要的音當作中心，去調整前後的音值，而不刻意去思
考拍子，讓音樂聽起來有緊密的關聯性。
譜 3.27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148-149 小節

尾奏的最後，以連續和弦、很強的音量結束樂曲，帶有強烈的宣誓感，相當
堅定、果斷。旋律的最高音分別是「a-e-g-g-e-a」，前三音聽起來與第 1-3 小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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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有所關聯；後三音則像回文一樣，是前三音的逆行。彈奏時，低音裝飾音跳
到和弦距離較遠，彈奏時應該特別顧及裝飾音的清晰度，不能為了彈奏和弦，而
把裝飾音模糊彈過去。最後兩小節，裝飾音分別是三個、八個音，變得比較長的
狀況下，相對地也給予多一點時間，不因為是裝飾音就急著處理掉。而筆者使用
的指法，畫記在譜例上，以供參考。
譜 3.28 《為鋼琴的》組曲〈前奏曲〉第 158-163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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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薩拉邦德舞曲〉
樂節 A 的主題，以半減七和弦開始，接著小七、屬七和弦都沒有解決，即使
到了第 2 小節，音樂仍然懸而未決。也因此，音樂開始時就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介在渴望解決、與連續七和弦夢幻的感受之間。主題旋律的拱狀音型，筆者在彈
奏的時候會微幅地漸強到第三拍的 B 音，並稍微拉長此音，比後面的三連音長一
些。踏瓣的部分，則是每個和弦都更換，以防留下混濁的音響。
譜 3.29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第 1-4 小節

第 5 小節，旋律是高低音齊奏，像是單旋律的葛雷果聖歌一般，帶著莊嚴、
肅穆的感受。彈奏時以清晰地聽見旋律為要，踏瓣不適合踩得太長。第 6 小節開
始的和弦行進，踏瓣則是一個和弦換一次。
譜 3.30《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第 5-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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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小節重複了一次樂節 A 主題後，第 19 小節音樂突然音域拉開、低音和
弦飽滿、音量變成中強（mf）並有漸強記號，像是要發展，但第 20 小節同樣的
旋律突然變成單音齊奏，音域移到低音，像是有口難言，無法完全的頃吐。因此，
筆者在第 20 小節的詮釋，音量會隨著音域、織體的變換而變成約中弱，並保持沈
穩的氣息，漸漸將音樂帶到樂節結束（譜 3.31）。第 22 小節末，筆者考慮過將第
s

22 小節的 c 音，以踏瓣延續到樂節 B。不過，最後選擇將踏瓣換乾淨。
譜 3.31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第 19-22 小節

第 23 小節、樂節 B 的主題，呈現在低音域、很弱的音量，像是呢喃一般，徐
緩地發出聲響。平行四、五、八度在這裡持續出現，雖然是完全音程，因為也造
成二度與七度音程，所以堆疊後所產生的音響效果並非和諧的，和聲也讓調性比
較模糊。筆者在彈奏時，會表現出不同聲部的運音法，最高與最低聲部的非跳音
彈完就離開，右手的兩個中間聲部則留住，換音時手指不離琴鍵。由於上聲部離
開得早，彈奏力度宜比中間聲部多，讓音量多一些，否則旋律線條會不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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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3.32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第 23-26 小節

第 29 小節開始，音樂展現出旋律要發展的跡象，在音量、織體上出現變化，
但是到第 31 小節軋然而止，突然回到了較為收斂的步伐（譜 3.33）。第 30-31 小
節音樂變化的地方，音量從中強變成弱的音量，筆者讓兩者之間留多一點空間，
讓前面的漸強表現足夠，再突然換踏瓣與柔和的觸鍵，表現出音量、音域和織體
變化所帶來的差異性。
譜 3.33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第 27-32 小節

第 35 小節，術語上標記「生動一點」（Animez un peu），是在這首緩慢、沈
穩的樂曲中相對不同的地方。這邊密集和弦齊奏、音域比較高，搭配切分音或十
六分音符有推進感的節奏，讓彈奏時容易感到前進、侵略的感覺，而不是刻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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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筆者在踏瓣使用上，則以音響不渾濁為主，因此每個和弦都會換踏瓣。觸
鍵則要照譜上標記的「非常持續的」（très soutenu），不能離開琴鍵太多。
譜 3.34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第 35-37 小節

樂節 A’重現了樂節 A 的主題旋律。前面 A 主題的伴奏是一連串的七和弦，
這邊變成少數幾個大三和弦，而力度上是大聲，音樂相較之下明朗許多。演奏時，
踏瓣依照和弦行進更換；力度上則保持大聲、精神性強烈地，不宜有絲毫衰弱。
和弦的彈奏上則有兩處稍微與譜上有差異，以下面譜例畫記的琶音記號表示。
譜 3.35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第 42-45 小節

第 56 小節，音樂的音量是「很強」（ff），是樂曲中最為激動的地方，有相
當壯烈的感覺。如同第 42 小節的主題，除了力度上要保持，精神上也需要相當專
s

注，沒有鬆懈。第 59 小節兩個和弦激烈地演奏過後，第三拍的 d 音一方面是句
s

末，可維持前面的強度，另一方面又是銜接至第 60 小節的低音 c ，筆者在此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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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d 音彈得較重一些，彈下之後，給予一些時間緩衝，利用音量自然遞減與踏瓣更
換，將音樂接到突然變為弱的第 60 小節。
譜 3.36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第 56-60 小節

第 67-72 小節的尾奏，並沒有使用先前的素材，而是長音值的和弦、八度低
音行進。特別的是，這裡出現巴洛克時期三分拍樂曲在終止式中，常使用的三比
二比率（hemiola）。音樂中以兩拍為一組，或是運音法（articulation）上畫記圓
滑線（第 67-68 小節），都可以看出這個地方以切分節奏，暗示著樂曲在樂段的
尾聲。雖然三比二比率在過去有漸慢的效果，但這邊的速度術語已經標示「突然
變慢」（Retenu），因此以突慢為主，不能只靠三比二比率的音型做漸慢。
譜 3.37 《為鋼琴的》組曲〈薩拉邦德〉第 67-7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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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觸技曲〉
第 1-8 小節的主題為單音旋律，主要以漣音音型與音階音型組成。筆者在彈
奏時，讓音樂保持小聲與圓滑的性質，旋律清晰地表現出來。第 7-8 小節譜面上
s

s

因為有圓滑記號，因此正拍的「c -b-a-g 」四音，筆者認為可以強調一些，彈出音
樂的方向感，觸鍵上比其他音符快一些。
譜 3.38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1-8 小節

第 9-13 小節為過門，以琶音音型組成。演奏時不使用踏瓣，以防音響過於渾
濁。而琶音音型在指法的使用上有比較多的選擇，筆者在譜例中除了記上自己的
指法，7也提供《德布西鋼琴全集》版本上，法國鋼琴家錢皮（Marcel Ciampi,
1891-1980）使用的指法，8以供參考。

7

此處筆者所使用的指法，與國際版《為鋼琴的》組曲 1957 年發行的樂譜中，編定者 Isidor Philipp
所訂的指法，是相同的。
8
德布西，《德布西鋼琴作品全集，鋼琴作品 I、第 2 分冊》，羅伊・霍瓦特（Roy Howat）編訂，
張奕明 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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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3.39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9-12 小節

第 13-20 小節，音樂短暫停留在 E 大調上，加上音樂中有跳奏，感覺上相當
明亮。譜上的力度記號為「一點一點地漸強」
，因此筆者彈奏時，高音的分解和弦，
從輕盈的彈奏漸漸增強力道，但保持圓滑奏與音樂的連貫；低音和弦的彈奏，則
表現出運音記號持音與跳音的差異，並在持音彈奏時加上短淺的踏瓣強調。
譜 3.40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13-16 小節

第 42-49 小節，音樂開始由高往低音域走，力度記號是「一點一點地漸強」。
像是水流宣泄而下，到低的地方比較重一樣，筆者的彈奏一開始保持較輕的觸鍵，
隨著漸強的記號慢慢加重力道，並且放開弱音踏瓣；制音踏瓣則是一拍換一次。
而踏瓣的使用，到第 46 小節只踩第一拍、第二拍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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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3.41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42-49 小節

f

第 90 小節，音量上中強（mf）與弱（p）交錯出現；中強的地方是 A 屬九和
弦，弱的地方是 B 減七和弦加上底音 E，一明一暗的和弦感，因為音量的變化而
更為強烈，但是將兩個距離遙遠的和弦放在一起，感覺上也相當詭譎、不安穩。
筆者在彈奏時，小心控制音量的變換，除了在兩音量之間換制音踏瓣外，也在音
量弱的地方，踩下弱音踏瓣，幫助音量不會超過太多，也製造聽覺上的明暗對比。
筆者在這邊琶音的指法，主要考量不在黑鍵上使用大姆指，指法附於譜例中供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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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3.42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89-96 小節

第 182 小節開始、過渡段落的第三段，可以聽到音樂中有增四／減五度的音
程、半音行進向上的音型，使感受相當不安定，不知道要往什麼地方前進
（譜 3.43）
。
這邊同時並置了許多音型，成為三、四個聲部，因此彈奏時，應該將各聲部的不
同運音都做到，才能表現出清晰的各個聲部。筆者在彈奏時，主要的心思放在低
音減五度的旋律，高音快速音符則輕巧彈過；在第 183 小節盡可能地彈出兩兩一
組的運音，而中間聲部的四分音符，則相對強調一點，手指儘量留到最後一刻再
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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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3.43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182-189 小節

s

s

第 221-227 小節、樂節 A”的過門，低音有持續音 g 音，是 C 大調的屬音，
s

g 不斷出現、力度增強，與上聲部增減音程不斷上行，來堆積轉調的能量，情緒
上也因此愈來愈激動。第 224 至 227 小節，高音不斷重複
個音，也是不斷增強張力的主要原因；而低音則從
成

八
小三和弦的音響，變

大三和弦音響，將性質轉變到較明亮的感覺。筆者在彈奏時，隨著音

域的爬升，音量上也會一次比一次多；在音樂能量的堆積下，到過門的最後除了
漸強以外，筆者的詮釋還會帶有小幅度的漸慢，強調回到大調、織體變寬厚的主
題旋律。

194

譜 3.44《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221-228 小節

續下圖

第 244 小節是高低音交錯的上行音型，將音樂帶到高音域；力度記號上，則
在兩小節內，從「弱」快速漸強到「強」，以及接著的「更強」，氣氛上起伏相當
大。譜上的運音記號為兩兩一組，筆者在彈奏時透過高音重一些、低音輕一些，
搭配踏瓣踩放來表現。
譜 3.45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244-248 小節

s

第 254 小節，調性從 C 大調突然轉到 C 大調的 G 和弦，在聽覺上相當受到
刺激。筆者在這邊會稍微頓一下，彈出半音移位的驚奇感，也帶出譜上的力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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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更加地很強」（più ff）。這個力度記號除了在音量上盡可能地表現，同時也是
s

指感受上更加激烈、巨大的狀態。第 258 小節又轉回 c 八度低音，減五度的音程
s

雖然有些離奇，但這遠系調之間的直接轉調讓 C 大調聽起來更為凸出、顯眼。
譜 3.46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253-258 小節

在第二、三再版的版本中，9第 259 小節上有術語「雙倍慢的速度」
（Le double
plus lent）
，根據法國鋼琴家瑪格烈特・朗表示「德布西否認了這個標示」
；與德布
西合作的鋼琴家錢皮認為「應該忽視這個標示，德布西在這個地方的建議是『一
點一點地漸慢』（Rallentando poco a poco）」。10
譜 3.47 《為鋼琴的》組曲〈觸技曲〉第 258-266 小節

9
10

第一版再 1901 年出版，第二版再版於 1904-05 年間出版，第三版再版約 1909-10 年出版。
德布西, op. cit.,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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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過去人們對德布西的音樂時常以「印象派」一詞稱呼，導致在詮釋樂曲時，
容易以音響模糊的做法為主，忽略德布西音樂中相當多、重要的細節。但是，面
對「音樂」本身時，就應該注意樂曲中的各個面向、所有發生在裡面的事情，以
及音樂本身帶來的「象徵」性質－它能夠喚起我們全身各個官能的感受，與事物、
畫面、氣氛等聯結。進一步地延伸，在面對「德布西的音樂」時，也仍然應保持
著這樣的觀點來詮釋樂曲，就像是彈奏巴赫、莫差特、貝多芬等作曲家的音樂一
樣，是需要相當講究的。在這個前提之下，才能進一步地展現不同作曲家，在音
樂中追求的音響、精神或氣氛是什麼樣子。
德布西在十九世紀末，受到法國戰爭敗給德國影響，而開啟了振興法國文化
之路。在音樂領域裡，法國音樂界在創作上長期趨於保守，浸淫在喜歌劇、抒情
歌劇的主流中，而德國音樂長期輸入法國，在戰敗之後讓作曲家們試圖轉變這個
狀況。無論是學院派主張往效法古典的風格、結構清晰的音樂創作，或法蘭克幫
不忌諱向德國學習，創作特色上效法華格納常用的變化音、主導動機，都無法擺
脫音樂過於保守，或是德國音樂的影響。
而德布西的做法，一方面往路易十四統治的文化輝煌時期看齊，向庫普蘭、
拉摩的音樂借鏡，在音樂中加入了復古的元素，像是巴洛克時期會用到的三比二
比率、曲種上選擇比較小、精緻的種類，像是由小曲子組成的組曲，而不是德國
常見的奏鳴曲。其他復古的做法還有巴洛克早期仍繼續使用的調式音樂、和聲，
或是更早之前的中世紀葛雷果聖歌，用在 20 世紀之交，與主流的德式音樂，或是
同時期模仿德國音樂的法國作曲家，產生相當大的對比。
曲式上也因此有所差別，德布西的音樂比較常出現三段體，或像是自由、無
法被歸類的曲式，不強調呈示－發展－再現的過程。曲式比較自由的做法，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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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西的音樂，不受到社會大眾習慣的音樂戲劇性左右，而是追求氣氛，也可以說
是展現出法國宮廷文化傳承下來精緻、靈巧、典雅的特質，讓音樂創作與音樂起
伏大、規模日益擴大的德國音樂，產生了強烈的差別。
而德布西在《貝加摩》、《為鋼琴的》組曲中，分別在幾個面向中，區別出與
德國音樂的不同處：
1.

曲種：德布西選用「組曲」的曲種，以多首小曲組成的樂曲種類，
與德國地區擅長創作大規模的奏鳴曲，做出區別。

2.

音樂調性：德布西在音樂中增添調式音階、全音音階與相關的和聲
行進，製造出比較沒有張力、少了功能和聲感的音響，以及飄渺的氣氛，
不同於德國地區常用的調性創作，以及將調性音樂推向極端的「變化音
效果」，堆疊出強烈的音樂張力。

3.

樂句：以一至二小節的旋律為單位，透過重複、模進的手法組成樂
句，而不是德國地區擅長以動機發展，衍生出音樂。

4.

旋律：旋律常以重複的方式來展開音樂。在展開的過程中，會漸漸
地有些變化，延伸出不同的樣貌，並且感覺到一致性。不同於德國地區
使用多個動機來堆疊，動機彼此的性質差異大，藉此做出對比，德布西
的做法讓旋律不是隨著戲劇性的起伏變動，反而是旋律性比較飄渺，相
較之下比較沒有明確的方向性。

在詮釋方面，筆者一直想強調的，就是彈奏德布西的音樂時，是需要清楚地
處理各個環節，像是旋律線條、節奏型、和聲進行等，這些基本的事情，其實是
與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沒有差異。而真正產生差異的，是德布西創作出打破傳統的
音響，讓演奏者的產生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感覺，這些感覺，又影響到演奏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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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觸鍵、踏瓣、音量控制、速度選擇等因素。筆者在詮釋的重點，即是放在這
些有深刻感受的地方，描述出感受是什麼樣的，因此演奏時想怎麼做。這個部分，
筆者認為在彈奏德布西的作品時，特別需要敏銳地去釐清。
透過本文的分析與比較，讓筆者在書寫論文的過程中，深刻地釐清印象主義
與象徵主義在概念上的差異、兩個主義對於德布西音樂的影響，以及音樂創作上
如何擺脫德國的影響，做出不同的做法。這些都是在深入的分析之後，才強烈地
發現到這麼多的細節可以注意。而這些細節，也使得筆者在詮釋樂曲時，處理樂
句、音色有了不同的想像，甚至在彈奏的當下，應該持有什麼樣的思想或精神，
都有了深刻的認識。然而，在這些分析、影響之後，更重要的是，演奏者需要敏
銳地聽自己彈奏出的音樂，是否是自己想聽到的聲音，或是與心中的感受相符。
透過這樣的檢視，才算是完全地學以致用。
在本文的最後，筆者以德布西寫給狄卡（Paul Dukas, 1865-1935）信中的話作
結：「音樂不需要人們去“想”...只要讓他們去“聽”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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