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各曲分析

第一節《復仇與明亮》(Avenging and bright)
一、歌詞內容與結構：
此曲詩詞選自第四冊《愛爾蘭歌曲集》，內容描述一個古老的愛爾蘭悲劇故事「戴
伊帝/ 烏斯那和的兒子們悲慘命運」(Deirdi/ The Lamentable Fate of the Sons of Usn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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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作本身可以分為四段，每段四句。第一段描述烏斯那和的兒子們悲慘遭人殺害，人

們難過之情。第二段則是講述烏勒斯特帶來亡國戰爭的惡果。兩段以旁觀者敘事的口吻
故事講述劇情，簡潔卻強而有力。第三段轉換主詞以「我們」發誓報仇來開頭，不但描
繪的角色轉換，詩情也從被動直敘轉成主動，醞釀復仇計畫，彷彿一觸即發。最後一段
以肯定堅毅的語氣表達決心，無論過去多美好、內心多掙扎，皆不留戀，向前行直到達
成報仇之事。

Avenging and bright fall the swift sword of Erin,
愛爾蘭復仇和明亮的快劍，
On him who the brave sons of Usna betrayed!
落在受烏斯那之子背叛的人身上！
For ev'ry fond eye which he waken'd a tear in,
任何同情的眼睛都會因此流下淚來，
A drop from his heart-wounds shall weep o'er her bl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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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斯那和之子死亡為愛爾蘭三大著名悲劇故事之一，內容主要在描述烏勒斯特(Ulster)國
王殺害烏斯那和的三個兒子，烏斯那和便發動戰爭攻打烏勒斯特，導致烏勒斯特國家滅亡。莫
爾除了將此事寫成詩編入《愛爾蘭歌曲集》之外，同樣地也將另一著名悲劇李爾(Lear)之子死亡
寫成《沉默，哦莫利》(Silent, oh Moyle)編入《愛爾蘭歌曲集》。
2

ev'ry = every, waken'd = wakened, o'er =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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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心房傷處流出的鮮血如淚般灑落在她劍上！
By the red cloud which hung over Conner's dark dwelling,
紅色的雲彩在康諾的陰暗住處上飄動著，
When Ulad's three champions lay sleeping in gore
烏雷德三位鬥士躺臥在血泊中，
By the billows of war which so often, high swelling,
隨著頻繁又激烈的戰爭，
Have wafted these heroes to victory's shore.
把這些英雄推上勝利的岸邊。
We swear to avenge them! no joy shall be tasted,
我們發誓要替他們報仇！不再享樂，
The harp shall be silent, the maiden unwed,
豎琴沉默著，女孩們不結婚，
Our halls shall be mute and our fields shall lie wasted,
我們廳堂是寂靜的我們疆土將放置不用，
Till vengeance be wreaked on the murderer's head!
直到仇恨在兇手頭上宣洩出來！
Yes, monarch! though sweet are our home recollections,
是的，國王！雖然我們家園回憶是甜美的，
Though sweet are the tears that from tenderness fall;
雖然為溫柔留下的眼淚是甜美的；
Though sweet are our friendships, our hopes and our affections,
雖然我們的友誼，我們的希望和我們的情感是甜美，
Revenge on a tyrant is sweetest of all!
但唯有對暴君的復仇才是最甜的！

詩詞押韻的模式四段相同，皆為隔句押韻，以一、三句為一組押一韻，二、四句為
一組押一韻，工整對稱。整首詩押韻的情形如下表：
段數

一

句數

押韻字彙

字彙音標

1
3

Erin
in

['Gr0n]
[0n]

2
4

betrayed
blade

[b0'tred]
[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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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1
3

dwelling
swelling

['dwGl0H]
['swGl0H]

2
4

gore
shore

[Eor]
[Nor]

1
3

tasted
wasted

[test0d]
['west0d]

2
4

unwed
head

[Kn'wGd]
[hGd]

1
3

recollections
affections

[`rGkD'lGkNDnz]
[D'fGkNDnz]

2
4

fall
all

[fCl]
[Cl]

二、曲式分析：
此曲引用愛爾蘭古老曲調「克魯根 阿 非尼」(Crooghan a venee )，拍號 3/4 拍，音
共十度。曲式為 A A A' A ''，前兩段完全相同，後兩段部

域
分相異，全曲共七十二小節。

聲樂旋律主要建築在古代 d 小調音階上，3 每段皆可細分 a、b 兩樂句，a、b 兩樂
句又可再細分兩個小樂句，小樂句之間引用相似的素材，改變幅度不大。a 樂句以屬音
f # 1 開始結束在主音 b 1；b 樂句以上主音 c # 2 開始結束在主音 b 1。四段聲樂曲調幾乎
完全相同，唯有第四段第二句「雖然為溫柔留下的眼淚是甜美的」(Though sweet are the
tears that from tenderness fall )當中的 tears that from 節奏改變，原四分音符、附點四分音
符加八分音符的節奏型態，因為 that 的功能為引導形容詞子句，並非重要動名詞，所以
此處改以附點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原加四分音符的節奏型態，原中間最長拍值的附點四
3

小調音階有四種形式，分別為古代(自然)小音階、和聲小音階、旋律小音階和現代小音階。
古代小音階：半音有二，一在第二音與第三音之間，一在第五音與第六音之間，其餘各音之間
均為全音。d 小調古代小音階則為：B → c# → d → e → f# → g → a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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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音符改以最短拍值的八分音符代替，避免在非強調字彙上面作長音。另一處相異處為
第四段最後一句「但唯有對暴君的復仇才是最甜的」(Revenge on a tyrant is sweetest of all )
當中的 sweetest，除了保留原有曲調之外，布瑞頓於第一拍後半和第二拍前半添增高八
度的小音符，歌手可以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的音符演唱，如選擇上方高八度音符較有奮不
顧身、結束的壯闊感，選擇原有的曲調則較有以一貫之效果。見譜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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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一：
a 樂句

b 樂句

A '' 節奏改變，與上方第八小節虛線方塊相比較

A '' 最後選擇性音符

伴奏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 A(1- 18 小節、19- 36 小節)為歌詞第一段與第二段，
由於一、二段歌詞主以敘事，性質相似，因此布瑞頓直接以反覆記號譜寫。接續的後兩
段歌詞分別是第二部分 A' (37- 54 小節)及第三部分 A '' (55- 72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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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分以橫向角度分析，右手高音聲部以快速裝飾音，下行後停留在三拍的強音屬
音 f # 2 上，此為象徵愛爾蘭快劍的音型，4 一共維持十八小節，只有裝飾音與第九小節、
第十七小節兩次樂句的結尾節奏稍有改變。兩樂句結尾裝飾音由三音縮少成二音，原有
三拍屬音改為二拍加一拍，無論是音符數量或拍值的縮短，皆有緊湊、向前趨近終止之
意涵。左手低音聲部主要音型為四分音符低音後接二分音符和絃，有重要的低音根基，
也有豐富和聲效果的和絃，符合低音聲部該有的角色。
A 前九小節低音皆維持在主音 B 上，直到第十小節後開始改變，原持續不動的主音
B 換以象徵著戰爭巨浪起起伏伏的流動低音，從 A 音開始每小節換一次，上上下下不定，
直到最後回到主音 B。和絃組織結構多為一個八度音程中間配合五度或六度音程，由於
和絃沒有完全填滿，這空心效果締造初一種遙遠傳說之感。與低音不同的是，和絃從第
三小節聲樂進來之後開始級進移動，配合著聲樂律動行進，例如第一到第六小節，和絃
隨著聲樂線條作一向上拱型 f # → f # → g # → a # → g # →f #，看似一個 b 小調現代
小音階的後半音階，見證布瑞頓新舊相融的功力。縱向來看，前九小節劃別裝飾音，高
音聲部為持續屬音，低音為持續主音，兩主屬持續音配合著流動的和絃，動靜之間自然
不突兀，保持二元的平衡。後雖然低音改變，但高音聲部仍舊穩定掛在屬音上，形成上
下抗衡卻又相互平衡的效果。和聲部分，將高音聲部裝飾音視為和聲外音，其持續長音
可與低音聲部第一拍低音、第二拍和絃看為同一和絃。見譜例二：

4

Eric Roseberry: Britten’s Purcell Realizations and Folksong Arrangements(Tempo, New Ser.
No. 5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196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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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 1

下行裝飾音加三拍長音

5

和絃隨著聲樂線條移動

四分音符低音加二分音符空心和絃

結尾音型結構稍有改變
9

14

低音改變起始點

再次改變結尾音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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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A' 的伴奏，右手高音聲部保留沒有填滿的和絃，音域位置不變，聲部換成高
音部。原右手持續高音 f # 2，此由和絃代替，串連兩部分的共同音型動機。四十六小節
後，歌詞描繪積極行動，配合著歌詞的情緒頂點「直到仇恨在兇手頭上宣洩出來」(Till
vengeance be wreaked on the murderer's head )，和絃開始向上攀升一個八度 f # 1 → g # 1 →
a 1 → a 1 → b 1 → d 2 → f # 2 ，所有的能量累積為了 「復仇」(vengeance) ，因此上升的
音型最後停在 f # 2 的地方即是「復仇」此字，「復仇」之後順應著聲樂旋律，下行回到
主音 e 2 → d 2 → c # 2 → b 1。左手低音聲部以主音進入，但為了表現低暗的效果，用低
八度，下加三間的 B1 音進入。原低音加和絃的音型，轉換成連續性的八分音符音群，
音群多圍繞著聲樂旋律，以其為中心點上下添音，多以二度或三度音程行進，因此和協
與不和協音程相間。布瑞頓指示「低暗的」(in undertones)，因此整體音域拉低，穩定長
拍的和絃配以不和協似顫音效果的音群，又一動靜相互融合，如同風平浪靜中，復仇計
畫於暗地裡埋伏進行中，起起伏伏，伺機而動。見譜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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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
高音聲部空心和絃持續 f # 2
37

以主音為首的連續八分音符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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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絃隨著高漲的情緒向上攀升一個八度

第三部分 A '' 的伴奏揮別低暗色彩，回到第一部分的兇猛感和音型結構。就前樂句
而言，此次高音聲部快速裝飾音下行到主音 b 1，維持三小節後的主音，從五十八小節
開始到六十四小節之間上下徘徊，從 c # 2 → b 1 → a 1 → b1 → c # 2 最後回到 b 1，讓
前樂句結束在主音上。低音聲部依舊是一拍低音加上二拍和絃，此次低音以八度呈現，
音域上較第一部分低了八度，織度拉開，語氣更顯堅定，如同高音部的三拍長音，八度

44

的主音維持三小節後開始上下浮動，五十八小節下行 A 音之後，回到 B → c # → B →
A → B。和絃部分保留八度中夾入一和絃音的型態，八度時而在屬音上，時而在下中
音上，依照加入中間音改變和聲效果，浮動幅度不大。縱向看來，兩聲部的第一拍呈現
菱形的寫作形體，先齊奏後反向行進聲步交錯最後回到齊奏，似早期對位配置法，即使
拍值不相同，小節數不多，仍可感受到些許對位之美。見下表：
小節數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每小節

高音聲部

b1

b1

b1

c#2

b1

a1

b1

C#2

b1

第一拍

低音聲部(八度)

B

B

B

A

B

c#

B

A

B

行進方式 高音部
低音部
六十四小節後提到本詩句最終目「唯有對暴君的復仇才是最甜的」(Revenge on a
tyrant is sweetest of all) ，布瑞頓用反向旋律進行、音域張力擴大來鋪陳情緒最高漲的
點。高音聲部裝飾音下行之後從 b 1 (65 小節)開始向上攀升經過五小節到頂點八度 g 2 (71
小節) ，後一小節縮短音符時值以快速八分音符音階下行回到主音 b 1 。相較於向上的
高音部，低音聲部提早兩拍從八度 A (64 小節) 開始向下級進到八度 D (68 小節)，後反
向跳進，最後以 b 小調旋律小音階上行 G # → A # → B 接屬音 f # → B 1 結束。見譜
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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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四：
55

兩聲部同為主音開始

58

63

68

兩聲部開始上下波動(橢圓)

最後回到主音

64 小節後利用反向、波動旋律來擴大張力以鋪陳情緒最高漲的點(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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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唱詮釋：
本曲歌詞甚多，多為一音節配一音(syllabic)，演唱時需依照英文句子的抑揚頓挫來
做音樂性的呈現，不需完全依照三拍律動，規律地在每小節的第一拍上作強音。再者音
節式的寫作方式，字詞停留的時間較規律，因此特別留意所有的字尾子音，切勿太早出
來，以中斷了旋律線條的連貫性；同時特別小心字尾子音的口腔位置，需延續前方母音
位置、推衍過去即可，不另外設置、也不縮小或收回口腔空間。
每個段落都有其附有的角色、情緒和力度，演唱時要先仔細地安排這些不同點，讓
段落色彩的差異性顯現。
開頭的兩小節前奏，布瑞頓運用第一拍的突強記號( fz )，和第二拍具有強音記號(＞)
的和絃，引領出樂曲「快速和兇猛」( Fast and fierce )的氣勢。因此聲樂在 A 段一進入就
需承接著這股氣焰，不可太過溫情，但小心處理突強音，氣息需多點，但不要的太多的
氣音，特別留意喉頭肌肉，切勿因強音而變緊。隨後的每個拱型旋律線條，為了配合拱
型頂點 f # 2 的強音，可斟酌地於上行作漸強下行作漸弱，漸弱仍要保持身體的支撐，以
免過於虛弱失去了本段該有的強烈色彩。鋼琴伴奏在前奏、間奏的突強可多些，但聲樂
線條進來後應收回一點力度，將此突強音處理呈情緒性多的強音，不可超過主題線條。
除此之外，音節式歌詞配置和以強的力度演唱，容易造成樂句線條散碎，或是聲音失去
共鳴空間而過於狹窄，因此保持旋律樂句圓滑、將旋律線條拉長為此段演唱的重點；由
於本段落為旁白說故事的角色，亦可於腦海中建構一個故事場景：一寬廣平原、兩軍對
峙、萬馬奔騰的畫面，讓音色藉由想像力自然地添加寬闊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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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為本曲情緒上「轉」的段落，
「我們」開始計畫復仇，從念頭轉為行動，是報
仇的開端，因此布瑞頓指示「低暗的」，不用大肆宣傳，小心翼翼的醞釀，整體的力度
從「強」轉化為「弱」，兇猛的強重音記號不再，原鋼琴伴奏擁有的響亮高音在此都被
中低音域取代，因此聲樂力度維持在中弱左右，較鋼琴多些即可。五十小節後，配合著
歌詞的情緒「直到仇恨在兇手頭上宣洩出來」(Till vengeance be wreaked on the murderer's
head )作一個持續性四小節的漸強，累積能量蓄勢待發，下方鋼琴伴奏有漸弱的指示，
聲樂演唱者則不需作此漸弱，讓激動的情緒延續到最後一段。此段力度弱，須特別注意
咬字，尤以子音要仔細唸出，脣、齒、舌皆要運用到，切勿因為力度弱而失去了字詞的
清晰度；拱型頂點的強音 f # 2 仍須在中弱當中作出，不可因為力度弱而失去了對比性。
A '' 揮別低暗色彩，為了表現出復仇的決心與毅力，再次展現先前的兇猛色彩，但
此段較 A 段更添增了不顧一切的壯烈。五十五小節的「厚重」(heavy)術語提醒演出者不
可忽略先前每小節出現過的突強與重音記號。如同 A 段，布瑞頓以「強」來描繪本段的
整體力度，但端詳本段歌詞涵義，筆者認為此段應為力度最強、最激烈、最厚重的段落，
尤以六十四小節後歌詞提到的「唯有對暴君的復仇才是最甜的」(Revenge on a tyrant is
sweetest of all)為情緒上最高漲的點，布瑞頓不但用反向旋律來強調，更利用極低的音域
來擴張織度，因此全段可用「甚強」來詮釋，一直到最後都必須保持這種興奮、激動的
感覺。第七十一小節布瑞頓在原聲樂線條上方加添了選擇性高八度的音符，歌手可自由
選取合適的音高，筆者在此建議選用上方 f # 2、e 2 作演唱，一來讓觀眾在最後一次演唱
有個不同結尾的感受，二來高音域較能發揮出本段高亢情緒的強烈色彩。最後兩小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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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可如同鋼琴伴奏的力度術語般，在每個音上方加上強音記號，再一次強調不變的決
心，配合著一點漸慢來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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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航行，航行 》(Sail on, sail on)
一、歌詞內容與結構：
此曲詩詞選自第八冊《愛爾蘭歌曲集》，內容描述一個傷心幻滅之人，藉以擬物手
法將自我譬喻成小船，尋找心中的柏拉圖家園。詩作本身可以分為二大段，每段八句。
第一段敘述失去希望的人想要離開，揮別過去，一切相關的事務皆不想再碰觸，在險惡
的大海上不斷地航行，無論航向何處，都比過去來得泰然，而此「過去」可影射為鎮壓
愛爾蘭的英國政府。第二段接敘著前面的失落感，繼續航行。因為沒有心、沒有希望，
一切變得沒有意義，不如就在海上安息，如果有一天可以找到充滿希望的淨土(不受英
國政府控制的愛爾蘭)，就可以停下腳步，不再流浪。

Sail on, sail on, thou fearless bark,
航行，航行，你這無畏的小船，
Wherever blows the welcome wind;
無論風從何處迎來；
It cannot lead to scenes more dark,
它不會帶領我們到
More sad than those we leave behind.
比過去更黑暗更悲傷的地方。
Each smiling billow seems to say
每個微笑海浪似乎說著
“Though death beneath our surface be,
「儘管死神藏在我們表面之下，
Less cold we are, less false than they,
但是我們較為溫暖、真實，
Whose smiling wreck'd thy hopes and thee.”5
5

wreck'd = wrecked.
50

祂們的微笑已毀滅了你的希望和你身。」
Sail on, sail on, through endless space,
航行，航行，穿過無垠的時空，
Through calm, through tempest, stop no more;
穿過平靜，穿過暴風雨，不再停航；
The stormiest sea's a resting place6
狂風暴雨的海上是安息之地
To him who leaves such hearts on shore.
對於把心留在岸上的他來說。
Or, if some desert land we meet,
或是，如果我們可以在荒島上相遇，
Where never yet false-hearted men
那裡從未有虛情假意之人
Profaned a world, that else were sweet,
玷汙這世界，那是甜蜜的，
Then rest thee, bark, but not till then.
你可在那休息，吶喊，但在那之前別停下。

詩詞押韻的模式二段相同，隔句押韻，以一、三句為一組押一韻，二、四句為一組
押一韻，五、七句為一組押一韻，六、八句為一組押一韻，工整對稱。當中請特別注意
第一段第二句「無論風從何處迎來」(Wherever blows the welcome wind)中的 wind。因為
wind 此字有兩個發音，一為名詞「風」發音[w0nd]，另一發音為動詞「吹」之意發音
[wa0nd]，如將下句對韻的字「比過去更黑暗更悲傷的地方」(More sad than those we leave
behind)中的 behind [b0'ha0nd]放在一起對照，演唱者容易將此自發成動詞[wa0nd]，是個
會產生困擾的地方。但若仔細考究前後字詞意義後，筆者認為在此發名詞[w0nd]的音較
為正確。

6

sea's = sea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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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首詩押韻的情形如下表：

段數

一

二

句數

押韻字彙

字彙音標

1
3

bark
dark

[bArk]
[dArk]

2
4

wind
behind

[w0nd]
[b0'ha0nd]

5
7

say
they

[se]
[Me]

6
8

be
thee

[bi]
[Mi]

1
3

space
place

[spes]
[ples]

2
4

more
shore

[mor]
[Nor]

5
7

meet
sweet

[mit]
[swit]

6
8

men
then

[mGn]
[MGn]

二、曲式分析：
此曲引用愛爾蘭古老曲調「邦的哼唱」(The Humming of the Ban)，拍號 6/8 拍，音
之內，曲式為 A A'，兩段除了尾奏，幾

域不寬，在一個八度

乎相同，共四十五小節。聲樂旋律一共只用到七個音，將此七音排成音列於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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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少了第七音，因此可將其視為 F 大調或是教會調式中的米索利地安調式
(Mixolydian)。7 如連同布瑞頓譜寫的伴奏譜一起分析，其大量運用 E♭的相關和絃，因
此筆者認為將此曲定為米索利地安調式較為恰當。
本曲為航行之歌，因此使用常見於船歌(Barcarolle)中的 6/8 拍號和具搖擺性的長短節
奏(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8 這些長短的節奏為聲樂線條的主要節奏動機，有時將此音
型相反放置，有時在中間多加一個八分音符，添加一些變化。聲樂旋律的部分可分為 a、
a' 前後兩樂句，以 a 音樂結構作變化的根基，大部分改變不多、起伏不大，大多圍繞 f 1
音以二度或三度音程行進。a' 樂句以反向作兩次旋律的大跳進，分別出現在十二跨越到
十三小節和十四小節跨越到十五小節的地方，兩次的六度與八度的跳進，為本曲聲樂旋
律中較為特殊之處，見譜例五：

7

教會調式有四個稱作正格調式，分別從 D、E、F、G 上開始與結束。其中米索利地安調
式從 G 開始上推 A → B → c → d → e → f 到 g，所以第七音與第八音的距離為大二度。
如本曲看作 F 大調則第七音應為本位 E，如看作米索利地安調式則第七音為 E♭。
8

船歌(Barcarolle)，威尼斯船夫所唱的歌曲形式，或是泛指模仿這種形式的音樂作品。通
常以 6/8 拍或是 12/8 拍出現，有著規律的伴奏，令人聯想到船隻輕搖之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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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五：
2
具搖擺性
長短節奏
a 樂句

4

8

a ' 樂句

12

大跳

大跳
16

19

41

伴奏可分成兩部分，一為塊狀和絃的高音聲部，二為滾動的低音聲部。右手高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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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要建築在第二轉位的六四和絃上，時而連續大三和絃，時而連續小三和絃，時而交
錯使用。布瑞頓使用臨時記號來改變三和絃的性質，這些色彩性和聲，有著令人意外的
效果，堪稱布瑞頓神奇和聲的代表。9 六四和絃溫和移動起伏不大，大多依附著聲樂旋
律和節奏，自成一線條與聲樂應和對唱。比較特殊的地方在第十五小節最後一個八分音
符，聲樂線條從 g 1 向下到 f 1 ，鋼琴則從 g 1 上行到 a 1 ，後不斷向上，行進到 f 2 ，
形成五小節左右的聲部交越，其中幾個三和絃用第一轉位六和絃代替原六四和絃，藉以
讓向上攀升的級進旋律線條連貫起來。二十小節聲樂線條結束後，鋼琴伴奏從二十一小
節開始級進下行回到平靜的前奏；相同的地方在第二次反覆後，四十一小節的尾奏不再
下行，反會同低音聲部一同向上，最後停在第二轉位的 D F A 小三和絃上，向上行進呼
應著歌詞提到充滿光彩的夢想國度，小三和絃卻暗喻著無望的傷悲。除了上述第一轉位
六和絃之外，尚有幾處以原位和絃的方式出現，如第七小節的三、六拍，主要還是因為
搭配聲樂線條而做的改變。左手低音聲部為滾動的音型，上下來回移動，多以四度或是
五度做跳進，有時會穿插一些三度跳進音程，特別的是，無論音高如何改變皆使用相同
的節奏，形成另一頑固手法的呈現。而這些左手的音有時為高聲部的和絃音，如和絃七
音，有時跳脫出上方和絃自成一家。見譜例六：

9

Eric Roseberry: Britten’s Purcell Realizations and Folksong Arrangements( Tempo, New Ser.
No. 5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196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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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六：
12

聲樂與鋼琴最高音聲部交越(方塊)

伴奏主要音型結構塊狀和絃加滾動低音

16

配合向上旋律的連續一轉六和絃

19

兩聲部一同向上直到消逝

41

整體看來，溫和移動的六四和絃，滾動的四度音程，一靜一動相互搭配著。縱看有
六四和絃的四度和聲音程，橫看有個跳進四度的旋律音程，不同的元素卻有共同的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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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平衡著兩聲部音樂效果。其中大小三和絃、七和絃交互使用著，和絃性質改變象
徵著歌詞提的「穿過平靜，穿過暴風雨」(Through calm, through tempest)。鋼琴伴奏配合
著聲樂旋律擺動著，再由小樂句來填補橋段，形成了一條延綿不絕般的旋律線條。尾奏
從四十一小節開始，跳脫出原有的音域框架，向上升高，在漸弱的力度和「死去」(dying
away)的傷悲中，漸漸消失在大海上。

三、演唱詮釋：
如同布瑞頓的指示「平靜地擺動」(Quietly rocking)和「非常平穩」(very smooth)，
本曲直到最後力度都沒有太劇烈的變化。沒有過多的音高起伏和力度變化，應避免根據
節奏或 6/8 拍律動制式地演唱，造成樂曲原地踏步停滯不前。演唱者可想像是在詩歌般
地朗誦，按照字詞的字韻、抑揚頓挫、句子線條的作推進動作，讓音樂律動自然地向前。
第六小節註記的「漸強」，須持續到第八小節的第四拍 dark 後方可停止，因此處為 a 樂
句旋律走向的最高點，亦為情緒上較激動之處，因此聲樂會同鋼琴伴奏一同漸強到第九
小節，後聲樂隨著音型向下自動漸弱，由鋼琴承接再起一個小波動到 a ' 樂句。a ' 樂句
本身的旋律起伏較大，音域也較廣，可增加一點強度來演唱。特別留意兩次 f 2 的漸強，
此漸強困難度高，主要因為前方只有四個音符，必須在短時間內做弱拍上的立即漸強，
加上前方有個小六度的大跳音程，音高上較難掌握，因此確實安排好演唱時的氣息分
配，切勿給予過多的力量，失去控制，讓 f 2 失去音準、共鳴或是變成突強音。由於本
曲使用船歌常見的 6/8 拍搖擺性的長短節奏，除了保持布瑞頓的指示「平靜地擺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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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平穩」之外，可適時於向上音型作漸強，向下音型作漸弱，讓樂曲生動些。呼吸
大多依照歌詞斷句和旋律樂句來換氣，除了最後一句「你可在那休息，吶喊，但在那之
前別停下。」(Then rest thee, bark, but not till then.)，此句因為音符增值多出了一小節，
加上最後結尾作些許漸慢，可另外在 but 之前多換一口氣。兩段速度處理可有稍許不同，
A 段可快，A'加入更多的彈性，整體速度可放慢些，如此才有對比差異，讓樂曲添加一
點變化。尾奏向上的搖擺音型，如「死去」般在漸弱和一點點漸慢當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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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多甜美的回聲》(How sweet the answer)
一、歌詞內容與結構：
此曲詩詞選自第八冊《愛爾蘭歌曲集》，內容藉由神話故事中的艾寇女神引導出作
者對於愛情的觀感。10 詩作本身可以分為三大段，每段細分五句。第一段主要描述艾寇
女神所發出的回聲多麼柔美，作為下段比較性文字的對照句。第二段闡述愛情為上，所
帶來的甜蜜更勝美妙的樂聲。最後一段描繪擁有愛情後，連呼吸都是為了愛人，只是在
此作者特別強調年輕時的這個時間點，不免有一息惋惜之感。

How sweet the answer Echo makes
艾蔻女神的回聲多麼甜美
To music at night,
是夜晚的音樂，
When, rous'd by lute or horn, she wakes,
當，她被魯特琴或號角喚醒時
And far away, o'er lawns and lakes,
把樂聲傳遞到遠處，越過了草澤與湖泊，
Goes answering light!11
繼續輕輕地回應！
Yet love hath echoes truer far,
然而愛情所擁有的回聲更真實，
And far more sweet,
更甜美，
Than e'er, beneath the moonlight's star,12
10

艾蔻為希臘的山林女神，其美麗、善良、又聰明，讓宙斯興起追求之心。宙斯妻子知道
後，對艾蔻施了法術，這法術讓艾蔻從此不能主動說話，只能重複別人所說的話語。深深地愛
著河神之子納西斯(Narcissus)的艾蔻，卻也因為這殘忍的法術而無法表達自己的愛慕之情，讓這
段情感最後便付諸流水，無法成真。
11

rous'd = roused, o'er = over.

12

e'er =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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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勝在明月星空下，
Of horn, or lute, or soft guitar,
號角聲，或是魯特琴聲，或是輕柔的吉他聲，
The songs repeat.
不斷反覆的歌曲。
'Tis when the sigh, in youth sincere,
在誠摯年輕時的嘆息，
And only then,
唯有那時，
The sigh that's breath'd for one to hear,
那聲呼吸的嘆息只為給一人聽見，
Is by that one, that only dear,
來自那一人，那唯一的愛人，
Breath'd back again.13
再次的回應。

詩詞押韻的模式三段相同，特別的是每段詩有五句，奇數句難以對稱的形式來押
韻，莫爾運用隔句押韻的方式將五句分為兩組，其中一、三、四句為一組押一韻，二、
五句為一組押一韻。整首詩押韻的情形如下表：
段數

句數

押韻字彙

字彙音標

一

1
3
4

makes
wakes
lakes

[mekz]
[wekz]
[lekz]

2
5

night
light

[na0t]
[la0t]

1
3
4

far
star
guitar

[fAr]
[stAr]
[E0'tAr]

2
5

sweet
repeat

[swit]
[r0'pit]

二

13

'Tis = It is, breath'd = breat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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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
3
4

sincere
hear
dear

[s0n's0r]
[h0r]
[d0r]

2
5

then
again

[MGn]
[D'EGn]

二、曲式分析：
此曲引用愛爾蘭古老曲調「鷦鷯」(The Wren )，拍號 6/8 拍，音域上不寬，為一個
完整的八度。

曲式為 A A' A'' 三段，一共四十六小節。全

曲如夜曲般的寧靜，優美動人的旋律即使不斷地重複，也不會讓人產生厭倦感。14 聲樂
旋律建築在 B 大調音階上，除了四十一小節後有五次形容回聲的尾聲之外，三個主要段
落的旋律完全相同，節奏不複雜，多引用自中世紀的節奏模式(rhythmic modes)。15
樂句可分 a、 a' 前後兩樂句和回聲句。 a 樂句從下主音 g # 1 進入後圍繞著主音 b 1
作一個上下的波動音型，後順著屬音、下中音、導音、主音 f # 1 → g # 1 → a 1 → b 1 的
上行音階作為結束。a' 樂句引用 a 樂句第五小節最後一拍到第六小節的素材作為開頭，
之後級進向上到屬音 f # 2，重複一次再下行回到 b 1，形成一個四小節長的拱型線條。值
得玩味的是 a' 樂句開頭與結束的節奏型態完全一樣，兩次的附點節奏，讓旋律自然而
然向前推進，樂曲不會因重覆而停滯不前。一小節後接的回聲句只有六拍，音型取材同
樣來自於 a 樂句第五小節最後一拍到第六小節。四十一小節開始的尾聲，亦引用回聲句

14

Mervyn Cooke, The Companion to Benjamin Britt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1999), 301.
15

節奏模式，為根據 12 世紀到 13 世紀古典希臘和拉丁詩歌中所用的韻律，組織成音樂拍
子的體系。有六種節奏模式，由古代短音符和長音符的兩種時值模式構成，這六種分別是 I 長
─ 短、 II 短 ─ 長、 III 長 ─ 短 ─ 短、 IV 短 ─ 短 ─ 長、 V 長 ─ 長、 VI 短 ─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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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採用最後兩音 c # 2 → b 1，一共出現五次，放在第三段 A'' 的回聲句後面，象
徵聲響在山巒之間回盪後，變的破碎不完全。見譜例七：

譜例七：
1

a 樂句

5

a ' 樂句
9

回聲句
13

尾聲：引用回聲句的部分音型，象徵聲響的破碎與不完全。
41

伴奏部分，右手聲部以主音 b 配合一個和絃，相互交錯。和絃為了配合聲樂旋律，
或營造段落差異性，時而省略三音，時而保留三音，藉以模糊和絃屬性，改變和聲。但
無論如何變化，主音 b 仍舊持續存在，形成頑固音。由於織度不複雜，音域不寬，音型
元素統一，因此右手聲部一開始營造出夜晚平靜透明的效果。相較於伴奏角色較多的右
62

手聲部，左手則有明顯的旋律線條，左手聲部主要引用聲樂回聲句的元素，在原聲樂的
線條下加入四度音，形成連續的平行四度旋律。此回聲句穿梭在聲樂線條四周，時而在
聲樂 a ' 樂句前，時而在聲樂回聲句前，兩兩旋律相互接遞，此起彼落。除此之外，左
右手聲部交越，左手越過右手，利用高音域和完全四度營造出回音聲響飄邈的感覺。見
譜例八：
譜例八：

主音 b 與和絃相互交錯

1

引用回聲句並在下方加入一個四度音

第二段 A' 的伴奏，右手保持一貫的 b 音、和絃交錯的音型，不同的是左手從十五
小節加入連續性的八度長音，此八度長音穿插在回聲句之間，放置在原先 A 段休止符之
處。音樂學者羅絲貝莉(Eric Roseberry)認為這突兀的八度長音在此扮演著平靜中的暗淡
陰影，打破了右手聲部帶來的透明織度，亦擾亂了 A 段原有的平靜色彩。16 見譜例九：

16

Eric Roseberry: Britten’s Purcell Realizations and Folksong Arrangements(Tempo, New Ser.
No. 5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196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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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九：

17

加入連續性的八度

第三段 A'' 的伴奏由四個八度低音 G → A → A # → F # 開啟，之後這些八度長音
不同於第二段連續性出現，改以間歇性的方式出現，一共三次，皆為主音 B1，出現的時
間同為三個樂句重要的拍點。尾奏利用片段的回聲句放置在左手伴奏音型與聲樂線條
上，兩者似卡農般互唱，左手伴奏先進平行四度的 c # 3 → b 2，聲樂線條 c # 2 → b 1 緊
跟在後，重複兩次後，於第四次停止追逐，重複一次後聲樂結束，獨留伴奏在增值的音
符和漸弱的力度中慢慢地消失。見譜例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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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十：
29

間歇式的低音
第一次出現
33

間歇式的低音
第二次出現
37

41

間歇式的低音

聲樂與伴奏聲部互唱

第三次出現

三、演唱詮釋：
由於聲樂線條較為單純不複雜，演唱前應多多考究字詞與語意。每段共只有三個樂
65

句，a 樂句保持在弱的力度，音型向上時漸強到中弱，根據句子字意及走向，可強調部
分字詞，如 A 段的 sweet 及 music 等字。a '樂句為明顯的拱型樂句，即使布瑞頓不加註
漸強漸弱符號，仍會隨著拱型音型自然漸強漸弱。a '樂句中間皆有使用逗號的斷句，演
唱時可順著語意做一小收尾的動作，或是中斷樂句不換氣，如 A 段的 And far away 之前、
A' 段的 of horn 之前等。每段最後一句的回聲句則用輕柔的聲音演唱即可，特別注意前
兩段的回聲句最後一子音 t，避免因為咬字清晰而特別加強 t 的發音，只須順著樂句原
有的輕柔力度、舌尖頂上顎自然帶出即可。A' 段描述的是愛情，愛情帶來了熱情、帶
來甜蜜、帶來勇敢，為三段中較激動、興奮的一段，表情上加註「更多情感的」(more
express)，伴奏部分則加註「更響亮的」(more sonorous)的術語，配合著左手連續八度長
音，象徵著穩固的光明愛情。除此之外，A'' 段提到「那聲呼吸的嘆息只為給一人聽見」
(The sigh that's breath'd for one to hear)的 a' 樂句亦是重要的情感句，演唱時可給予更多
的彈性自由速度和強烈情感，為全曲張力最大之處。換氣以樂句為基準，一個樂句換一
次，其中 a' 樂句較長，演唱者須分段安排氣息，前五音保留氣量，直到第六音可多送
氣作漸強。鋼琴伴奏從前奏開始就指示的很清楚，所有的回聲音型包含散碎的片段須「清
楚地」(clearly)，力度在進入時稍加點，後於句尾收回；而擔任背景鋪陳的右手聲部，
則是「呢喃的」(murmuring)、朦朧地呈現即可。整體要求為「流暢的」(Flowing)，基本
上鋼琴右手伴奏型態就是個流動性高的音型，但值得留意的是如此流動音型結構易讓音
樂動起來也可能成為速度不穩定的因子，演奏者容易在反覆當中不自覺地變快變慢，因
此保持穩定速度是演奏者的首要條件，演奏時可藉用歌詞字韻或六八拍強弱律動來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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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點，亦或跟隨著聲樂線條來掌握整體的速度。尾奏伴奏的左手聲部與聲樂線條利用片
段的回聲句似卡農般互唱，一次比一次弱，最後停在「最弱」(ppp)，由於最後的左手音
符已增加時值，此結尾不需要刻意特別作大幅度的漸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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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唱遊男孩》(The Minstrel Boy)
一、歌詞內容與結構：
此曲詩詞選自第五冊《愛爾蘭歌曲集》，莫爾寫此首詩詞是為了紀念他在三一學院
認識的朋友，這些好友多因革命起義而遭到逮捕，有的還因此喪失了寶貴生命。羅絲貝
莉認為這寫作背景的傷痛從布瑞頓編曲後開始轉變，布瑞頓賦予此曲鮮明的新氣象，一
掃此曲過去長久以來的感傷，成為其最原始卻又帶奇異色彩的改編作品之一。17 原詩有
兩段，後來因為詩中蘊含的愛國情操受到戰亂時的人們喜愛，而加入了第三段，18 但此
段詩詞作者已經無法考證，只是隨著前兩段詩詞流傳到今日，在此不對第三段多做論述。
詩詞內容分為二大段，每段八句。首段描繪彈奏豎琴的遊唱詩人義務反顧地拿起劍
柄，加入戰爭，歌誦國土之美，讚揚為戰捐驅的愛國志士。次段以遊唱詩人愛與英勇的
靈魂，說明自我的堅定與捍衛自由與純淨之心。

The Minstrel Boy to the war is gone
前往戰場的遊唱男孩消失了
In the ranks of death you'll find him;
17

Eric Roseberry: Britten’s Purcell Realizations and Folksong Arrangements(Tempo, New Ser.
No. 5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1961), 26.
18

The Minstrel Boy will return we pray

When we hear the news we all will cheer it,
The minstrel boy will return one day,
Torn perhaps in body, not in spirit.
Then may he play on his harp in peace,
In a world such as Heaven intended,
For all the bitterness of man must cease,
And ev'ry battle must be 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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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陣亡的行列中你將可以找到他；
His father's sword he has girded on,
他佩帶著父親的劍，
And his wild harp slung behind him.
把他狂熱的豎琴拋在身後。
"Land of Song", said the warrior bard,
「大地之歌」，為遊唱詩人的戰士說，
"Tho' all the world betrays thee,19
「雖然全世界都背叛了你，
One sword, at least, thy rights shall guard,
但至少還有劍會捍衛你的權利，
One faithful harp shall praise thee".
而那忠誠的豎琴也會讚揚你。」
The Minstrel fell! but the foeman's chain
遊唱詩人殞落了！但敵人的鎖鏈
Could not bring that proud soul under,
卻無法帶走他驕傲的靈魂，
The harp he lov'd ne'er spoke again,
他喜愛的豎琴將不再發聲，
For he tore its chords asunder;
因為他已經將琴弦撕裂成碎片；
And said, "No chains shall sully thee,
然後說，「沒有鎖鏈可以玷汙你，
Thou soul of love and brav'ry!
因為有愛與勇敢的靈魂！
Thy songs were made for the pure and free,
你的歌曲是為了純潔與自由而寫，
They shall never sound in slav'ry".20
這些歌曲決不會在奴役的情況下唱出。」

詩詞押韻的模式二段相同，隔句押韻，以一、三句為一組押一韻，二、四句為一組
押一韻，五、七句為一組押一韻，六、八句為一組押一韻，工整對稱。
19

Tho' = Though.

20

lov'd = loved, ne'er = never, brav'ry = bravery, slav'ry = sla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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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首詩押韻的情形如下表：
段數

一

二

句數

押韻字彙

字彙音標

1
3

gone
on

[ECn]
[Cn]]

2
4

him
him

[h0m]
[h0m]

5
7

bard
guard

[bArd]
[EArd]

6
8

thee
thee

[Mi]
[Mi]

1
3

chain
again

[tNen]
[D'Een]

2
4

under
asunder

['KndQ]
[D'sKndQ]

5
7

thee
free

[Mi]
[fri]

6
8

brav'ry
slav'ry

['brevr0]
['slevr0]

二、曲式分析：
此曲引用愛爾蘭古老曲調「波紋織物」(The Moreen)。曲式為 A A'，兩段幾乎相同，
唯一不同之處在於第二次尾奏多加一小節。全曲共四十六小節。調性為 F # 大調。運用
變化拍子，從 4/4 → 3/2 → 3/4 → 4/4 → 3/4 → 4/4 → 3/4 → 5/4 → 4/4 → 6/4
→ 4/4 → 3/4 → 4/4，主要的演唱段落拍號為 4/4、4/5 和一小節的 6/4 拍，其餘的拍
號為前奏、間奏與尾奏時使用。演唱音域

共十一度，在本冊

十首歌當中算是音域較廣的，拍號較特殊的。
聲樂旋律按照拍號分成兩部分，先為 4/4 拍為主的樂句 a，後接的 5/4 拍劃別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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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句進入樂句 b，此後拍號變動頻率變高，一小節 4/4 後接一小節 6/4 拍，最後再回到
4/4 的 a 樂句片段。4/4 拍 a 樂句從弱起的屬音 c # 1 進入，結束於主音 f # 1，多次利用附
點音型來帶動音樂的方向。b 樂句大致沒有脫離 4/4 拍所使用的節奏型態，但音高平均
保持在 c # 2 以上，相較於樂句 a，整體音域提高，旋律線條上較抒情，同時因為拍號改
變，此段落有旋律線條延伸，速度變緩的感覺。見譜例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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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十一：
1
4/4 拍的 a 樂句
4

7

10

14

16

變化拍子的 b 樂句

18

4/4 拍的 a 樂句
22

從布瑞頓的創作手法可清楚地了解伴奏分成兩聲部，左手低音聲部為形容戰士行進
時擊打的鼓聲，使用屬音、主音上下搖擺頑固地出現，主導了全曲。高音聲部為跨越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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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八度的琶音，象徵著歌詞裡提到的豎琴，三和絃、七和絃、九和絃皆有運用，與低音
聲部相互交錯出現。調性方面，雖本曲為 F # 大調，但一開始左手便在屬主音上反反覆
覆，加上以 IV 級的大三和絃不斷地出現，刻意避開主音的琶音和絃，再次為模糊調性
而舖陳。除此之外，布瑞頓運用琶音的最高音營造一旋律線條，每在聲樂線條進來之前
做一連接的動作，分別出現在第二、七、十二小節。見譜例十二：
譜例十二：

象徵豎琴的 IV 級琶音

連接聲樂的琶音旋律線

2

形容鼓聲的主屬音
4

5/4 拍後的樂段，伴奏型態改以流動的連音，有七連音、八連音和六連音，持續四
小節。和聲除了十六小節壓縮拍值之外，其餘以一小節為單位，每一小節改變一次級數，
大多為 F # 大調的Ⅴ和Ⅵ分解和絃。十八小節後的 4/4 樂句回到先前頑固屬主音和琶音
的音型，在此略過不提。見譜例十三：

73

譜例十三：

14

16

伴奏型態改為流動的連音

尾奏引用前奏的素材，但進入的拍點不同，前奏從第四拍開始進入，尾奏則是第二
拍。反覆過後的最後一小節，低音聲部雖為主音 F # 長音，但高音聲部重覆兩次的 IV
級六四和絃蓋過了主音的色彩，此衝突點讓樂曲有著無結束之感。見譜例十四：
譜例十四：

22

主音與 IV 級和絃相互較勁，
讓樂曲有著無結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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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唱詮釋：
本曲整體應保持在「寬廣進行曲般」(Broad march)的感覺，前奏一進來就帶出戰士
行進時那股雄糾糾氣昂昂的氣勢，無論是低音還是琶音都以強的力度、穩定的拍點(即
使換了拍號)呈現，是個簡潔有力的引導。聲樂承接著前奏的表現力，以較厚重、強勢
的聲音來演唱，切勿因為過於強調每個音而切斷了整句的線條。十四小節後的五四拍，
力度上沒有改變，但從改變的伴奏音型中，即流動的連音，可得知，此段落需以圓滑的
方式、流暢的、飽滿的聲音來演唱，增加多一點向前的流動性，由於高域較高，力度又
強，身體支撐格外的重要，不可輕忽。特別小心第十五小節的音符結構，此小節為兩個
四分音符，加上一個附點四分音符和八分休止符，最後又為一個四分音符。最後這個四
分音符為 5/4 拍中的第五拍，由於歌手演唱 4/4 歌曲頻繁，切勿將此音符視為第四拍的
後半，提早結束這小節。聲樂線條有二次大跳四度後的 f # 2 配以 gone、on 兩字，在此為
了演唱上的需要，可將 C 母音想成 a 一些，較容易演唱；有兩次配以 chain、again 兩字，
同樣地可將 e 母音想多一點 a，讓此音不因扁母音而顯得過於狹窄。另外有一次配的歌
詞為 free，高音又碰上最扁的 i 母音，演唱時須將嘴唇噘起，像放大一些的ㄩ，如此聲
音才可繼續保持圓潤。本曲兩段結構相似，唯在表情術語方面兩段截然不同，第一次演
唱用「強」的力度來呈現戰爭、刀劍、保衛，第二次演唱則用「弱」的力度來詮釋愛國
英勇的靈魂、純潔與自由，包含伴奏皆須特別留意兩段之間的力度差異，除力度之外，
較柔情的第二段在速度上和情感上亦可運用更多的彈性來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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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午夜時分》(At the mid hour of night)
一、歌詞內容與結構：
此曲詩詞選自第五冊《愛爾蘭歌曲集》。著名詩人葉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21 曾指出這作品的意境：
「此曲與愛爾蘭，這個世界，和我們死後要去的世界相去
不遠。」22 內容主要將三個不同的點連貫起來，分別是「愛人、失去、和神話」。描述
失去愛人的悲傷與無法忘懷的情感，藉以神話來撫慰自己傷痛的心。詩詞按照曲調分為
二大段，每段五小句。第一段講述天人永隔的希望，期望自己可以藉由靈魂與愛人相會。
次段將山谷回聲比喻成愛人甜美的聲音，懷念、遙想著遠方愛人。

At the mid hour of night when stars are weeping, I fly…
在星星哭泣的午夜，我飛翔…
To the lone vale we lov'd when life shone warm in thine eye;
飛向那，當生命在你眼中溫暖地閃耀時，我倆所鍾愛的寂寞山谷；
And I think that if…spirits can steal from the region of… air,…
我想如果…靈魂可以俏俏地從天際…
To revisit past scenes of delight; thou wilt come to me there,
再次造訪過去歡愉之地；你就會在那與我相見，
And tell me our love is remembered e'en in the sky.23
並且告訴我即使在天上仍舊不會忘了我們的愛情。
Then I’ll sing the wild song, which once 'twas rapture to hear,
然後我將會唱那狂熱的歌曲，那曾經讓我們狂喜聆聽的歌曲，
21

葉慈是愛爾蘭重要的詩人與劇作家，也是近代最受重視的詩人之一。他精美深刻的詩篇，
縈繞著愛爾蘭的神話傳說和海灘鄉野，展現出高尚的民族情操。他的一生關注藝術、愛爾蘭國
家主義以及對神祕現象的探索，為一九二三年的諾貝爾文學獎得主。
22

James W. Flannery, Dear Harp of My Country: The Irish Melodies of Thomas Moore ( J. S.
Sanders & Company, Nashville, TN, 1995 & 1997), 144.
23

lov'd = loved, e'en = even.
76

When our voices, both mingling, breathed like one on the ear;
當我們的聲音彼此相融合時，氣息在耳邊合而為一；
And, as Echo far off thro' the vale my sad orison rolls,
如同艾蔻女神消逝在山谷般，我悲傷的祈禱聲迴響著，
I think, oh my love! 'tis thy voice from the kingdom of souls…
我想，噢我的愛人！這是你從靈魂國度傳來的聲音…
Faintly answering still the notes which once were so dear.
飄邈的回應聲，仍是如此地熟悉。24

詩詞押韻的模式二段相同，外圍的一、二、五句為一組押一韻，中間的三、四句為
一組押一韻。整首詩押韻的情形如下表：
段數

句數

押韻字彙

字彙音標

一

1
2
5

fly
eye
sky

[fla0]
[a0]
[ska0]

3
4

air
there

[Gr]
[MGr]

1
2
5

hear
ear
dear

[h0r]
[0r]
[d0r]

3
4

rolls
souls

[rolz]
[solz]

二

二、曲式分析：
此曲引用愛爾蘭古老曲調「莫利，我的愛」(Molly, my Dear)，為莫爾作品中歌曲音
調與文字語調完美組合的最佳代表，明顯感受到莫爾依照曲調來選取字彙的功力。樂曲
調性為 E♭大調，拍號 9/8 拍，音域

24

一共十度。曲式為 A A'，兩段

'twas = it was, thro' = through, 'tis =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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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樂旋律幾乎相同，但伴奏音型不同，全曲一共二十八小節。
聲樂旋律多似說話般，以二度或是三度音程來做行進，起伏不大。利用反覆的手法
將兩個樂句擴大成五個樂句 a a b b a。樂句 a 從中音 g 1 開始，中間作兩次小幅度的波
動，結束於主音 e♭1。b 樂句音域拉高，從主音 e♭2 開始，作一拱型向上的音型到 g 2，
後結束在下屬音 a♭1。兩者都以兩個短的十六分音符開始，結束於一個五拍的長音上，
彼此節奏模式相似。見譜例十五：
譜例十五：

1

3

a 樂句

a 樂句

5

7

b 樂句

9

b 樂句

11

a 樂句

伴奏部分，形式自然簡樸，左手低音聲部以頑固的手法呈現，三小拍為一單位，每
三拍出現一次音程或和絃，持續到樂曲結束。使用的和絃性質種類不多，總共只有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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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 E♭+ B♭、B♭1+ F + B♭、A♭1 + E♭ + A♭，共通點是都有個空心五度，或可解釋為
省略和絃三音，除了讓調性模糊之外，亦有營造夜晚寧靜空幽之感。右手為連續性的和
絃，和絃組成結構固定，為缺少三音的七和絃。比較特別的是主音安排的位置，一般七
和絃三轉(四二和絃)主音皆置於導音上方二度音的位置，但此曲布瑞頓卻將主音高八度
放置在六度音程上方所堆疊的四度音位置，形成一個連續的九度音程，非習慣性的二度
音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利用複音程寬廣的色彩來配合歌詞空幽的意境。第三小節開
始，依據聲樂的樂句，右手和絃最高音，以兩小節的長度做一下行音階，此為典型布瑞
頓的作曲特徵：連續下行二度音。見譜例十六：
譜例十六：
1

3

缺三音的連續七和絃

三拍出現一次的頑固低音

和絃最高音形成連續下行二度

第二段 A' 的伴奏左手低音聲部沒有改變。右手高音聲部將原先和聲式的和絃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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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旋律式的和絃，使樂曲線條更加流動。拆解和絃為一個上行四度加上一個四度音程，
不同的是此次將三音加入，讓和絃四音完整呈現。四度音程上方音為和絃的主音，將每
個和絃主音挑出來看，再度出現了一個連續性的下行二度，這個連續性的下行二度是跟
隨著聲樂樂句而譜寫，一共出現了五次。見譜例十七：
譜例十七：

14

和聲式改成旋律式

連續下行二度(圈起的最高音)

二十五小節後為尾奏，左手低音聲部繼續使用 E♭+ B♭的持續音。右手高音聲部結
合了兩個段落的主要伴奏音型，和聲式與旋律式相互結合運用，特別的是最後三小節只
使用少了三音的 IV 級七和絃 c、g、b♭這三音，如果把左手聲部加入分析判斷，則後三
小節全停留在 IV 級七和絃，但如果把左手聲部抽離，單獨分析則可說左手聲部為 І 級
的持續音，與使用掛留音的右手聲部錯開進入的時間，造成一種 І、IV 級相互追逐的效
果。見譜例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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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十八：
25

和聲式與旋律式相互結合運用

三、演唱詮釋：
前奏以「最弱」的力度來描繪午夜，兩小節後聲樂以稍微強些的「甚弱」進入，除
了第二段較激動的樂句「我想，噢我的愛人！這是你從靈魂國度傳來的聲音」(I think, oh
my love! 'tis thy voice from the kingdom of souls…)為「強」之外，整曲力度大部分都在「中
強」之下。無論力度如何，抒情的聲樂線條皆需保持圓滑的演唱，特別留意兩處咬字的
部分，分別是兩次高音 g 2 碰到扁母音 i、e 的地方，於第七小節歌詞 steal 和十九小節
vale 的地方，為了達到一貫的圓滑效果，演唱 i 母音時，雙唇噘起成大ㄩ，演唱 e 母音
時，想 a 一點，切記口腔內的空間不可壓縮，舌頭儘量放平，舌後不拱起以保持氣息的
流暢。A 段開頭速度指示「非常慢」(Very slow)，彷彿時間因為相愛的兩人停滯不前，
演唱時除保持速度不快之外，仍可在一些情感較豐富的詞句作一些彈性速度變化，如
rapture、my sad orison 等。為了營造寧靜空幽之感，布瑞頓在第一小節下方要求演奏者
踩強音踏板和柔音踏板(with Ped. And una corda)，演唱者的力度保持在「中弱」之下，
不要有太多誇張的情緒起伏，即便是樂句 b 中的高音 g 2 也只能順著向上的音型推到「中
弱」
。除此之外，留意字句的段落，例如 a 樂句中最後兩字 I fly 其實為下一樂句的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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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演唱時 weeping 和 I 之間最好作一個不換氣的斷句，較符合詞意。十四小節 A ' 段，
配合著歌詞提到「狂熱的歌曲」(the wild song)、
「狂喜聆聽」('twas rapture to hear)等等，
標上「更加地流動」(More movement)，為了迎合這種流動的感覺，布瑞頓改變了伴奏
型態，將原先塊狀和絃改成旋律式的和絃，樂曲自然地有了方向，流動起來。除了倚靠
不同伴奏型態所帶來的流動性之外，A ' 段可稍快一點，讓兩段有不一樣的速度差異性。
如同 A 段的 a 樂句一般，A '段亦有同樂句不同詞句，要斷句的情況，分別是 b 樂句的第
二十一小節的 I think 與 oh my Love 中間，和 oh my Love 與’tis thy voice 中間，演唱時可
用斷句不換氣的方式來強調詞句。最後一句歌詞「飄邈的回應聲，仍是如此地熟悉。」
(Faintly answering still the notes which once were so dear.)銜接在全曲最強的樂句後方，力
度卻不承接，布瑞頓加註「安靜地」(quietly)，藉以描繪若有似無的回聲在山谷裡迴響，
有點熟悉卻又如此的傷悲，演唱者須立即轉換情緒，唱出平靜、微弱的色彩。尾聲接續
著這情境，頑固的左手音程和著右手高音域的和絃，如同思緒跟隨著愛人飛離這人世
般，漸弱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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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富麗和珍貴》(Rich and rare)
一、歌詞內容與結構：
此曲詩詞選自第一冊《愛爾蘭歌曲集》
，莫爾在 1808 年所創作的作品。內容利用俏
皮的問答詞句帶出詩人心中的愛國思緒，按照詩作本身可以分為四大段，每段細分四
句。第一段像是講述故事的旁白，主要是描繪女子的美貌，藉由女子身上佩帶的物品來
做比較性的陳述。第二段與第三段為對話性質，前段是問句，為愛爾蘭勳爵詢問美麗卻
孤單的女子在這荒涼路上是否會驚慌害怕；後段為答句，強調愛爾蘭男人的正直與深愛
榮譽的美德，即使在蕭條的路上都不會感到恐懼。最後一段回到講述故事的旁白，點出
了愛爾蘭人的榮譽與驕傲，讓人永遠受到祝福，為本曲中愛國色彩的段落，亦為本詩重
點所在。
Rich and rare were the gems she wore,
她佩帶著富麗和珍貴的珠寶，
And a bright gold ring on her wand she bore;
而且她擁有的手杖上有個閃閃發亮的金環；
But O her beauty was far beyond
但是她的美麗卻遠遠超過
Her sparkling gems and her snow-white wand.
她那閃亮的珠寶和雪白的手杖。
"Lady! dost thou not fear to stray,
「女士妳不怕迷失方向，
So lone and lovely thro' this bleak way?25
孤單和可愛的穿過這條荒涼道路？
Are Erin's sons so good or so cold,
善良和冷酷的愛爾蘭男人，

25

thro' =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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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not to be tempted by woman or gold?"
不會被女人和黃金所吸引嗎？」
"Sir Knight! I feel not the least alarm;
「勳爵！我一點也不覺得害怕；
No son of Erin will offer me harm;
愛爾蘭男人不會傷害我；
For, tho' they love woman and golden store,26
雖然他們喜愛女人和儲存黃金，
Sir Knight, they love honour and virtue more!"
但勳爵，他們更愛榮譽與美德！」
On she went and her maiden smile
她繼續走著帶著她少女的微笑
In safety lighted her round the green isle;
安全地指引她環繞綠色小島；
And blest for ever was she who relied
她永遠受到祝福因為她依賴著
Upon Erin's honour and Erin's pride!
愛爾蘭的榮譽與愛爾蘭的驕傲！

詩詞押韻的模式四段相同，每段詩分為兩組，但此首並非使用先前常出現的隔句押
韻，而是照順序以一、二句為一組押一韻，三、四句為一組押一韻。整首詩押韻的情形
如下表：
段數

一

二

26

句數

押韻字彙

字彙音標

1
2

wore
bore

[wor]
[bor]

3
4

beyond
wand

[b0'jAnd]
[wand]

1
2

stray
way

[stre]
[we]

3

cold

[kold]

tho' = th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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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4

gold

[Eold]

1
2

alarm
harm

[D'lArm]
[hArm]

3
4

store
more

[stor]
[mor]

1
2

smile
isle

[sma0l]
[a0l]

3
4

relied
pride

[r0'la0d]
[pra0d]

二、曲式分析：
庫克 (Mervyn Cooke)稱此曲為布瑞頓最美的改編作品。27 此曲引用愛爾蘭古老曲調
「夏天即將到來」(The summer is coming)。樂曲調性為安詳的 D 大調，拍號 3/4 拍，音
域不寬，一共十度。整曲一共可分為四段，曲式為 A A' A'' A'''，四
段聲樂旋律幾乎相同，但伴奏音型不盡相同，全曲一共八十三小節。
聲樂旋律起伏不大，四段相同，多以二度或是三度音程來做行進，但有時會加入四
度或是八度大跳。可分 a、b 前後兩樂句，a 樂句為問句，主音 d 2 進入，後停在上主音
f # 1 (第十小節)形成開放式結尾；b 樂句為答句，承接前樂句句尾音 f # 1，後結束在主音
d 1 (第十九小節)形成封閉式結尾。唯一的相異處為第三段歌詞的第一句(第四十小節)。
原曲調應從四十一小節算起，但首字歌詞「先生」(Sir)以符合語調的 d 1 音提早一拍進
入(第四十小節)，很大的原因是本段強調對話的人物，所以將重點字「勳爵」(Knight)
放在第一拍長拍。見譜例十九：

27

Mervyn Cooke, The Companion to Benjamin Britt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1999),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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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十九：
a 樂句

1

6

11

b 樂句

16

聲樂旋律唯一相異處為 A''段歌詞的第一句:「先生」(Sir)以 d 1 音提早一拍進入
40

伴奏部份，前三段左手旋律聲部用嚴格的卡農對位塑造出溫柔，平穩的拱型旋律，
隨著不同的歌詞改變卡農的音程與音域，較聲樂線條晚一小節進入，彼此相互呼應。右
手聲部使用切分頑固節奏，以溫柔的重複和絃營造出背景效果，起初和絃最高音停留在
屬音 a 1 上，後隨著左手聲部改變和絃性質及旋律走向，就像左手聲部的影子一般依附
著。28 見譜例二十：

28

Eric Roseberry: Britten’s Purcell Realizations and Folksong Arrangements(Tempo, New Ser.
No. 5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196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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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十：
1

6

頑固切分節奏的和絃
嚴格的卡農對位

所有段落之間的連接橋段，左手聲部引用卡農材料做段落的尾聲旋律，右手則運用
有著上行二度的重複和絃作過渡，在第三次間奏樂句之後，樂曲進入了大改變的第四段
A'''，左右手聲部交換、角色互換，在重覆和絃中仍有一個持續性的低音停留在屬音 A
上直到結尾。右手聲部延續著 A'' 的左手八度音，以 e 2 的八度開始建構卡農線條，由
於聲部轉換，形成聲部交越，伴奏卡農音型超越過聲樂線條許多，這正向的明亮感象徵
著歌詞中「永遠受到祝福」(blest for ever)和「愛爾蘭的榮譽與愛爾蘭的驕傲」(Upon Erin's
honour and Erin's pride)。見譜例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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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十一：
57

上行二度作過渡

左手改為頑固
節奏的 V7 和絃

61

66

右手轉換成嚴格的卡農對位

下列為四次嚴格的卡農對位與聲樂旋律的譜例，四段可做相互比較。其中 A 段和
A''' 段譜例已於上文提附過，在此不再附上。
A 段卡農起音較聲樂旋律低了小九度，可參考譜例二十。
A' 段卡農起音較聲樂旋律低了小十度，見譜例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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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十二：
21

26

A'' 段卡農起音改為八度，較聲樂旋律低了完全十二度，見譜例二十三：
譜例二十三：
3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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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段聲部交換，卡農起音為 e 2 的八度音，可參考譜例二十一。
整曲有天真活潑之感，織度透明，各部關係緊密相連，音樂旋律、和聲卻又彼此獨
立，舊甕釀新酒，處處有新意。

三、演唱詮釋：
本曲主要指示為「溫柔地流動」(Gently moving)，切勿因為重覆素材多，而失去方
向停滯不前。全曲頑固切分的伴奏容易混淆演唱者的拍點，尤其是前奏的兩小節，需特
別請鋼琴伴奏於正拍上呼吸後進入，如此一來演唱者才有清楚的拍點。力度上各段落隨
著歌詞意涵和說話的角色有著不同的變化。描繪女子美貌的 A 段，由於為旁白的角色，
以平鋪直敘的方式表達，整體力度不需要太多誇張的起伏，保持在「甚弱」即可。b 樂
句隨著向上音高 a 1 → b 1 → c # 2 →d 2 → e 2 → f # 2 增強到「弱」，隨後跟著來的下
行八度，由於音域較低聽覺上容易有突弱的感覺，為了不讓力度差異太大，八度下行不
減弱力度，持續想著增強，直到十七小節 e 1 → d 1 → e 1 才漸弱而不漸慢。A' 段前方
二十小節間奏的漸強提早引領著本段的力度，力度產生變化主要是因為本段對話是由勳
爵發問，為了表達出男子的嗓音效果，速度可以稍快些，聲音要飽滿、有力，力度上加
強一些，聲樂需「更多力量」(with more force)地演唱，伴奏下方則加註了「更顯著的」
(more marked)的術語，整體力度可以提升到「中強」
。A'' 段力度再度提高了一層，如同
A' 段從間奏開始漸強，持續加強到「相當強」(rather f)，藉以表達出女子正面、肯定的
回答，不時可添加一些強弱變化，或是柔軟、甜美的語氣，展現女性特質，此段整體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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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維持在「強」。 A''' 段前的間奏不同以往，以漸弱引領本段回到最初「弱」的力度，
不用力度改變來突顯音樂，而利用聲部音域的改變讓樂段明亮起來。本段右手伴奏聲部
音域高出聲樂曲調許多，因此伴奏聲部整體音量需控制在「最弱」之下，以免遮蓋了主
要的聲樂線條，最後一樂句可做多一些漸慢，在七十七小節鋼琴尾奏回到原速。全曲左
手旋律聲部是嚴格的卡農對位旋律，由於伴奏較聲樂線條晚一小節進入，演唱時聆聽彼
此相互對位的效果之餘，穩定演唱避免被對位旋律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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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我國珍貴的豎琴！》(Dear Harp of my Country!)
一、歌詞內容與結構：
此曲詩詞選自第六冊《愛爾蘭歌曲集》
，出版於 1815 年。內容藉由詩作本身可以分
為二大段，每段細分八句。首段開門見山破題點出「我國」，以豎琴來作為譬喻物件，
述說國家戰亂時期所有人、事、物都避之唯恐不及，而歌誦狂熱愛情、帶給生活美妙樂
聲的豎琴也被人們所懸掛起不發聲了，即使再次演奏起音樂，也因戰爭之苦略顯哀愁。
第二段詩詞內容可以猜測到戰爭仍無結束，停戰之日更是遙遙無期，撥動琴弦者依舊在
躲避戰爭的侵襲，但內心希冀有一天戰爭可以停止，讓珍貴的豎琴再次歌誦。
Dear Harp of my Country! in darkness I found thee,
我國珍貴的豎琴！我在黑暗中尋找到你，
The cold chain of silence had hung o'er thee long;
靜默的冷酷鎖鏈已經將你懸掛了很久；
When proudly, my own Island Harp! I unbound thee,
我擁有的島國豎琴！當我驕傲地解開你時，
And gave all thy chords to light, freedom, and song!
賦予你所有的琴弦發出光亮，自由，和歌唱！
The warm lay of love and the light tone of gladness
熱情的愛情詩和明亮的愉悅曲調
Have waken'd thy fondest, thy livliest thrill;
喚起你最溫柔，最強烈的顫動；
But so oft hast thou echo'd the deep sigh of sadness,
但是以前的你常常發出深沉悲傷嘆息的迴響，
That e'en in thy mirth it will steal from thee still.
即使在你的歡笑中仍會悄悄地顯露出來。

29

Dear Harp of my country! farewell to thy numbers,
我國珍貴的豎琴！向你所演奏的樂曲告別了，

29

o'er = over, waken'd = wakened, echo'd = echo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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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weet wreath of song is the last we shall twine;
這首甜蜜的花環之歌是我們最後一次演奏了；
Go, sleep with the sunshine of Fame on thy slumbers,
走吧，跟隨著饒富聲望的陽光一起長眠吧，
Till touch'd by some hand less unworthy than mine.
直到被比我值得的一些高手所碰觸。
If the pulse of the patriot, soldier, or lover,
倘若愛國者，軍人，或是情人流露出
Have throbb'd at our lay, 'tis thy glory alone;
對我們詩歌的感動，這都是你獨自擁有的榮耀；
I was but as the wind, passing heedlessly over,
我就像是個不小心在你上方吹過的風，
And all the wild sweetness I waked was thy own.30
所有我喚起的狂熱甜蜜都是屬於你自己的。

詩詞押韻的模式二段相同，莫爾運用隔句押韻的方式將八句分為四組，每兩句押一
韻，以一、三為一組押一韻，二、四句為一組押一韻，五、七句為一組押一韻，六、八
句為一組押一韻。整首詩押韻的情形如下表：
段數

一

二

30

句數

押韻字彙

字彙音標

1
3

thee
thee

[Mi]
[Mi]

2
4

long
song

[lCH]
[sCH]

5
7

gladness
sadness

['El$dn0s]

6
8

thrill
still

[Lr0l]
[st0l]

1
3

numbers
slumbers

['nKmbQz]
[slKmbQz]

2
4

twine
mine

[twa0n]
[ma0n]

5

lover

['lKvQ]

['s$dn0s]

touch'd = touched, throbb'd = throbbed, 'tis =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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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ver

['ovQ]

6
8

alone
own

[D'lon]
[on]

二、曲式分析：
此曲引用愛爾蘭古老曲調「凱特‧泰瑞爾」(Kate Tyrrel)，樂曲調性為 F 大調，拍號
6/8 拍，音域

一共十二度。曲式為 A A'，兩段聲樂旋律完全相

同，但伴奏音型不同，全曲一共三十七小節。
聲樂旋律可分為前後兩大樂句，兩者又為兩個小樂句所組成，前樂句由 a + a'兩樂
句組成，後樂句為 b + a' 所組成。兩者多圍繞著主音 f 1、f 2 作行進，除了第四小節的
darkness 及其相同的樂句使用小六度音程，和第十小節 b 樂句起始兩音使用完全四度跳
進之外，其他多為二度級進或三度小跳的音程。節奏上使用的音符只有三種組合，一為
八分音符，二為兩個十六分音符，三為拍值較短、較緊湊的兩個三十二分音符和十六分
音符，三種組合混合運用，沒有固定的使用順序，為不規則型態。見譜例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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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十四：
1

a 樂句
3

5

7

a ' 樂句

9

11

b 樂句

13

15

a ' 樂句

17

伴奏使用豎琴般的音型，A 段在節奏上不分聲部皆運用連續性的十六分音符，如同
豎琴撥奏般。音高上右手聲部多使用三度音程，偶爾穿插二度；左手聲大部分為三度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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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時而有超過八度的複音程加入，這低音的功能就如同伴奏的根基，讓樂曲可以穩固，
只是出現的拍點不一定，複音程的度數也不一定，但多為屬音 c。兩聲部縱向看來多為
九和絃和七和絃的分解音，上上下下起伏，較少直線性的旋律。b 樂句進來的兩小節(1112 小節)劃破先前的小幅波動，六級七和絃的分解音帶動兩聲部直搏向上，休息一拍後，
以七級七和絃分解音再次向上延伸，只是這音型很快地就停止了，回到初始的音型結
構。見譜例二十五：
譜例二十五：
1

如豎琴撥奏般的連續性十六分音符

b 樂句：六級七和絃的分解音帶動兩聲部直搏向上
11

十九小節後進入 A'，此小節為新舊交接的段落，前三拍延續著舊的伴奏音型，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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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以先前的為根基做改變，將右手連續的十六分音符改為連續性的三連音，增加的音為
隸屬和絃泛音列上的音；左手聲部沒有改變十六分音符的結構，但添入一些八分音符(一
拍)時值的音，因此二對三及一對三的情況相互交錯著。此段左手的亦有頻繁出現的低
音，音域較先前更低了一個八度，相同的是大多仍維持在屬音 C 上，出現的拍點也不固
定，一到五拍點上都出現過，三十二小節開始向下延伸 B♭1、A 1，最後一小節回到主音
F1。見譜例二十七：
譜例二十七：
19

21

改為連續性三連音

頻繁出現的低音

原有連續十六分音符

三、演唱詮釋：
整曲尤其是伴奏用到許多短的十六分音符，速度上應保持「持續的平穩」(always
smooth)，切勿因為音符時值短而變快，
「緩慢地流動」(Slowly moving)為全曲速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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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標地。每段 a 樂句皆有大跳六度，如 A 段的 darkness，在此之前的級進旋律就需準備
好之後六度的共鳴位置，無準備的臨時六度，容易造成音準過低，口腔空間過小、共鳴
不夠圓潤的錯誤，尤其是第十六小節和三十三小節強調「弱」和「甚弱」的大跳六度，
困難度增加，需要更多的身體支持，因此提早做好完善的準備為首要步驟。大跳六度之
前即可漸強，順著漸強的動作推動大跳的音程，可說是一舉兩得，樂句尾音樂下行時漸
弱。而所有的 b 樂句需多點激動和多點「情感」(express)，可做較大幅度的漸強漸弱，
和彈性作一些速度的改變，如 A 段的 b 樂句延長 of love 的 love，接下來的 and the 延續
情感可放慢一些推到 light，直到 gladness 收回。A ' 段的 b 樂句需較 A 段更誇張的鋪陳，
布瑞頓指示「相當強」(rather f)，和著扶搖直上的鋼琴伴奏，讓整個樂曲情緒高漲到頂
點。A ' 段整體的情感需較 A 段多些，可使用較多的彈性速度，在一些樂句的開頭或是
重點字彙都可處理地自由一些；此段鋼琴伴奏改成三連音，形成鋼琴與聲樂三對二的出
現，和伴奏時需精準地對住每個拍點上的音，後方的音各自演唱演奏，如此一來可相互
對到大拍點穩定速度，又不會被三對二所束縛住。聲樂線條中所有的兩個三十二分音符
和一個十六分音符的節奏，都需準確地唱出，切勿過於濫情延宕成三連音。A 段聲樂的
力度大部分保持在「弱」之下，鋼琴伴奏則是「甚弱」左右；A ' 力度較前段弱些，維
持在「甚弱」之下，鋼琴伴奏加註「呢喃的」(murmuring)，音量壓低到「最弱」。全曲
的 a 樂句前半，聲樂音域低，鋼琴伴奏者須特別留意音量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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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常在靜謐的夜裡》(Oft in the stilly night)
一、歌詞內容與結構：
此曲詩詞是本改編曲集中唯一一曲非出自《愛爾蘭歌曲集》
，而選於莫爾 1818 年出
版的《國家歌曲集》。和第五首《午夜時分》相同，為描述夜晚的歌曲，亦受到葉慈的
讚揚意境之淒美。內容主要是景物依舊人事全非的感嘆。弗拉內利(James W. Flannery)
認為本曲悲劇心境與莫爾失去家人、好友時的心境相仿。31 詩作本身可以分為二大段，
每段細分十四句，第十一句以後為反覆的詩詞。第一段描述在夢中，美好的回憶一一在
腦海裡浮現，但嘆息著一切都已成過往雲煙。第二段續前文，感嘆著往日不復在，運用
了兩次的譬喻，利用落葉與無人的宴會廳，將這種失去與孤獨感擬物表現。
Oft in the stilly night
時常在靜謐的夜裡
Ere slumber's chain has bound me,
睡眠的鎖鏈把過去的我綑綁起來，
Fond Mem'ry brings the light
美好的回憶帶著
Of other days around me:
過去的光輝圍繞著我
The smiles, the tears
微笑，眼淚
Of boyhood's years,
少年時期的，
The words of love then spoken;
那時所說的情話；
The eyes that shone,
閃爍的眼睛，
Now dimm'd and gone,
31

James W. Flannery, Dear Harp of My Country: The Irish Melodies of Thomas Moore (J. S.
Sanders & Company, Nashville, TN, 1995 & 1997),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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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都已經黯淡消逝了，
The cheerful hearts now broken!
歡愉的心現在也已經破碎了！
Thus in the stilly night,
因此，在靜謐的夜裡
Ere slumber's chain has bound me,
睡眠的鎖鏈把過去的我綑綁起來，
Sad Mem'ry brings the light
悲傷的回憶帶著
Of other days around me.
過去的光輝圍繞著我。
When I remember all
當我記起所有
The friends, so link'd together,32
在一起的朋友
I've seen around me fall
我看見他們在我身旁逝去
Like leaves in wintry weather,
如同冬天裡的落葉一般，
I feel like one
這種感覺對我來說就像一個人
Who treads alone
孤獨地行走在
Some banquet-hall deserted,
一些無人的宴會廳，
Whose lights are fled,
廳裡的燈火熄滅了，
Whose garlands dead,
廳裡的花朵調謝了，
And all but he departed!
所有的人都離開了，唯獨他留下！
Thus in the stilly night,
因此，在靜謐的夜裡
Ere slumber's chain has bound me,
睡眠的鎖鏈把過去的我綑綁起來，
Sad Mem'ry brings the light
32

Mem'ry = Memery, dimm'd = dimmed, link'd = lin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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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的回憶帶著
Of other days around me.
過去的光輝圍繞著我。
詩詞押韻部分，反覆詩詞不列入表格，二段十句押韻模式相同，特別的是押韻句數
不固定，有些是連續兩句對一個韻，有些是隔一句對一個韻，有些是隔二句才對一個韻，
以一、三句為一組押一韻，二、四句為一組押一韻，五、六句為一組押一韻，七、十句
為一組押一韻，八、九句為一組押一韻。整首詩押韻的情形如下表：
段數

一

二

句數

押韻字彙

字彙音標

1
3

night
light

[na0t]
[la0t]

2
4

me
me

[mi]
[mi]

5
6

tears
years

[t0r]
[j0r]

7
10

spoken
broken

['spokDn]
['brokDn]

8
9

shone
gone

[Non]
[ECn]

1
3

all
fall

[Cl]
[fCl]

2
4

together
weather

[tD'EGMQ]
['wGMQ]

5
6

one
alone

[wKn]
[D'lon]

7
10

deserted
departed

['dGzQtDd]
[d0'pArtDd]

8
9

fled
dead

[flGd]
[d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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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式分析：
此曲引用蘇格蘭古老曲調，拍號聲樂與伴奏不同，但彼
此有相通拍的關係，聲樂為此曲集較少運用到的 2/4 拍，伴奏則是用 6/8 拍。音域不寬，
沒有超過一個八度。曲式為兩段體 A A'，全曲共五十八小節。聲樂旋律一共只用到六個
音，將此六音排成音列為，

如同第二首《航行，航行》
，音列少了第七音，因此可將其視為 A♭大調或是教會調式中
的米索利地安調式(Mixolydian)。33 端詳布瑞頓譜寫的伴奏譜，其運用 A♭大調七音 G 和
米索利地安調式七音 G♭的相關和絃數量不分軒輊，在此可以看出布瑞頓想在調式與調
性之間做游移。雖然樂曲內容調性、調式模糊不清，但如仔細分析兩段結尾伴奏高音聲
部和絃形成的下行音型 c3 → b♭2 → a♭2 → g♭2→ f 2 → e♭2→ d♭2→ c 2 和 A' 的 c1
→ b♭→ a♭ → g♭→ f → e♭，皆是米索利地安調式的下行音列，倘若將此兩段節尾納
入考慮，筆者認為將此曲定為米索利地安調式還是較為恰當。見譜例二十八：

33

如本曲看作 A♭大調則第七音應為本位 G，如看作米索利地安調式則第七音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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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十八：
24

A 段結尾

28

A' 段結尾
52

54

聲樂旋律兩段相同，每樂段可細分為三樂句 a b a，以 a♭1 此音為中心主軸，上四度
到 d 2，下四度 e♭1，不斷有著上下起伏的波紋，樂句雖沒有從 a♭1 開始，但最後還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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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終音，34 趨進方向清楚。部分節奏因字義而稍做改變，如第一段十小節" The smiles, the
tears"，與第二段三十八小節" I feel like one"做對照，前句定冠詞音符時值非常短，使用
十六音符，藉以強調後方的名詞 smiles；後句強調兩個重要的字 feel like 一為動詞，一
為描繪的介係詞，缺一不可，所以沒有縮短任何拍值。見譜例二十九：

34

調式的第一音為終音(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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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二十九：
1

4

a 樂句

8

b 樂句

12

16

20

a 樂句

24

A' 段 部分節奏因歌詞字義而稍做改變(與上方圈起相對照)
38

伴奏的部份布瑞頓再度使用他最喜愛的編曲手法：頑固音型。一為營造背景的頑固
音型節奏，第一拍琶音和絃出現在音域較高的區塊，後兩拍則定為反覆音程，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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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和絃皆有使用，配合著琶音的演奏方式，讓寧靜夜裡有著回想的波動。另一頑固的手
法是將聲樂旋律簡化以複點四分音符時值出現，把聲樂線條重要改變音獨立出，以增值
的手法擴充，擔任與聲樂對唱的角色。見譜例三十：
譜例三十：
1

簡化聲樂旋律以複點四分音符時值出現

琶音加反覆音程的頑固音型
4

第二十九、三十小節兩聲部合併使用相同的節奏，作以區隔、連接兩個樂段。三十
一小節 A' 樂段進入，如同第六首《富麗和珍貴》A'' 段，此樂段左右手聲部互換，原與
聲樂旋律對唱的左手聲部改為營造背景的和絃，整體音域向下，較 A 樂段低了兩個八
度，並由單音代替初始的反覆音程，藉以減少低音泛音多，造成樂曲透明度降低的可能
性。右手聲部將先前的單音旋律擴張成八度，形成明亮的旋律線條。見譜例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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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十一：
28

32

兩聲部合併使用相同的節奏藉以連接兩樂

A' 段 左右手聲部素材互換

整曲少傳統的功能性和聲，樂句結尾處避免終止式的出現。有時聲樂線條清楚地結
束段落，鋼琴伴奏卻持續行進，沒有慣性的終止式(如第二十六到第三十小節)，讓樂曲
綿延不絕。全曲沉浸在虛無飄渺、朦朧的色彩中。

三、演唱詮釋：
似說故事型態一般，講述著自己的過往回憶，碰觸到一些內心的衝突和感傷時，樂
句可多些彈性來處理。如同第二首《航行，航行》一般，樂曲旋律有如說話般的音程，
和複拍子的搖擺色彩，演唱者應勤加練習朗誦歌詞，如詩歌般地，按照字詞的字韻、字
義、重要詞彙作抑揚頓挫，後才與音樂結合，作樂句線條的推收，讓音樂律動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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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顯現出來。一些特別的字彙如 Fond Mem’ry、Sad Mem’ry 可做一些力度、速度的對比
處理，藉以表現出字彙意義上的反差色彩。布瑞頓於曲子開頭指示「不可太慢」(not too
slow)如「夢幻般地」(Dreamily)的術語，伴奏需加註踩「柔音踏板」(una corda)，皆是為
了營造出虛無飄渺、朦朧夜色的效果。A 段聲樂線條「平穩和隨性的」(smooth and
rubato)，除了特殊字彙其餘力度起伏不需太多，保持在「甚弱」即可，b 樂句起伏稍微
大些，語氣上也比較強調一點，可斟酌做些漸強漸弱的表情，用以表達景物依舊人事全
非的感嘆。A' 樂段，歌詞意涵從過去美好回憶移轉到身邊的朋友皆已逝去，情緒上稍
加激動，整體需「更洪亮的」(more sonorous)一些，速度可稍加快些，前半多為描述的
詩詞，不要太多的抒情表現；聲樂力度可增加到「中弱」，伴奏因為左右聲部對調，明
亮的高音自然而然跳脫出來，因此不需要太多力度上的添加，保持在「甚弱」即可。本
曲聲樂有許多複點音型節奏，十六分音符和上附點八分音符，或是先附點八分音符再和
上十六分音符的節奏，此節奏的十六分音符需特別留意，不要隨意地拖長而失去了短時
值的色彩，精準地唱出方為良策。再者此曲的伴奏皆為三分法(複拍子)的，聲樂多為二
分法(單拍子)的拍子，如兩個八分音符或是附點節奏，兩者和在一起就會頻繁地出現三
對二或是四對三的情形，初配伴奏時定會出現合不起來的狀況，在此建議演唱者和演奏
者只需注意每拍的拍點是否有合到，其餘拍子各打各的節奏，不用刻意去配合彼此後半
的拍點，如此樂曲可自然地、準確地和在一起，亦不會互相等，速度越來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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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夏日最後玫瑰》(The last rose of summer)
一、歌詞內容與結構：
此曲詩詞選自第五冊《愛爾蘭歌曲集》，為莫爾 1805 年遊歷愛爾蘭基爾肯尼郡
(Kilkenny)的傑金斯鎮公園(Jenkinstown)時所寫下的。基爾肯尼郡是個古意盎然的觀光勝
地，古蹟林立，風景優美，充滿創意的手工藝品遠近馳名，而傑金斯鎮公園(Jenkinstown
Park)則以鹿園、混雜闊葉、針葉樹及各類花草的森林步道而聞名，難怪莫爾會有感而發
寫下這首詩詞。內容藉由玫瑰來暗喻文章中「傷心者」對於愛情的悲苦與失望。詩作本
身可以分為三大段，每段細分八句。第一段主要描述夏日的玫瑰獨自開放，花園中其他
花朵都已經凋零，它孤獨地成為夏日最後一朵玫瑰。次段「傷心者」將孤獨的玫瑰散佈
在同伴長眠的花園裡，願與昔日好友一同沉睡。第三段說出傷心者悲苦與失望的原因，
帶出他傷心欲絕不願長存於世。
'Tis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這是夏日最後的玫瑰，
Left blooming alone;
獨自地綻開；
All her lovely companions
所有他親愛的同伴
Are faded and gone;
都凋謝死去了；
No flow'r of her kindred,35
沒有和它相同的花朵，
No rose-bud is nigh
沒有親近的玫瑰花蕾，
To reflect back her blushes,
35

'Tis = It is, flow'r = flower.
109

去襯托它緋紅的臉龐，
Or give sigh for sigh.
或是一同嘆息。
I'll not leave thee, thou lone one,
我將不會遺忘你，你孤獨地，
To pine on the stem;
憔悴地留在枝幹上；
Since the lovely are sleeping,
既然親愛的同伴都在沉睡，
Go, sleep thou with them;
去吧，與它們一起長眠；
Thus kindly I scatter
因此我輕輕地散佈
Thy leaves o'er the bed
你的花瓣在花壇上
Where thy mates of the garden
那是你花園裡的同伴
Lie scenseless and dead.長眠死去的地方。
So soon may I follow,
我也許會儘快地跟隨著你
When friendships decay,
當珍貴的友誼枯萎，
And from love's shining circle
和愛人閃亮指環上
The gems drop away!
的寶石失去光忙！
When true hearts lie wither'd,
當忠實的心憔悴，

36

And fond ones are flown,
和心上人逝去，
Oh! who would inhabit
喔！誰還願意獨自居住在
This bleak world alone?
這荒涼的的世界上？

36

o'er = over, wither'd = with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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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押韻的模式三段相同，每段細分八句，唯偶數句有押韻，所以二、四句為一組
押一韻，六、八句為一組押一韻。整首詩押韻的情形如下表：

段數

一

二

三

句數

押韻字彙

字彙音標

2
4

alone
gone

[D'lon]
[ECn]

6
8

nigh
sigh

[na0]
[sa0]

2
4

stem
them

[stGm]
[MGm]

6
8

bed
dead

[bGd]
[dGd]

2
4

decay
away

[d0'ke]
[D'we]

6
8

flown
alone

[flon]
[D'lon]

二、曲式分析：
此曲引用愛爾蘭古老曲調「布拉尼的小森林」(Groves of Blarney)，樂曲調性為 E♭
大調，拍號 3/4 拍，音域如同第五首《午夜時分》一共十度。

曲

式為 A A' A''，三段音高和節奏型態皆有所改變，全曲一共五十七小節。
聲樂旋律相較先前的樂曲，很大的不同點是音程起伏較大，常有著級進加突然大跳
的音程，時有一字多音(Melisma)的花腔樂段，時有即興式的裝飾音、切分音，時有自由
速度，延長等指示，讓樂曲聽起來像是一曲歌劇的詠嘆調(Aira)，主要的樂句結構為 a
→ a' → b → a''。下方譜例以中間段 A' 作為例子，庫克認為 A' 這樣自由的裝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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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巴洛克時期的即興，給予當時演唱者皮爾斯更多即興、多樣變化的空間。37 見譜例
三十二：
譜例三十二：
a 樂句

21

25

a ' 樂句

b 樂句

29

a '' 樂句

33

36

全曲伴奏多引用琶音或連音這類的豎琴式和絃，企圖用鋼琴來詮釋豎琴豐富彈撥效
果，左右手兩聲部合而為一，共同組織。開頭以 E♭大調的屬七和絃加上主音 E♭的結構
呈現，兩拍加一拍掛留一拍的琶音後，再以六連音和七連音的型態接續著。聲樂旋律進
來後，琶音出現的頻率較高，拍值仍是兩拍加一拍，而連音多在聲樂樂句尾時出現，一
拍到兩拍不等。A 和 A' 伴奏大致相同。見譜例三十三：

37

Mervyn Cooke, The Companion to Benjamin Britt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1999),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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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十三：
1

豎琴式的伴奏型態
5

最後一段 A''，弗拉內利認為此段喚起了莫爾對於那些因為革命而犧牲的朋友的思
念，也預告了晚年莫爾的孤寂。38 因此情緒上較激動，伴奏型態改變過去溫柔的豎琴音
響，而以進行曲般、剛硬的強斷音和絃、八度跳音來強調，直到聲樂最後一樂句「喔！
誰還願意獨自居住在這荒涼的的世界上？」(Oh! who would inhabit this bleak world
alone?)，說到自我的悲傷和柔情處，才轉回原來的琶音加連音的型態，也讓整曲的伴奏
型態有著前後相互應的效果。見譜例三十四：

38

James W. Flannery, Dear Harp of My Country: The Irish Melodies of Thomas Moore ( J. S.
Sanders & Company, Nashville, TN, 1995 & 1997),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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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十四：
47

伴奏改為剛硬的強斷音和絃和八度跳音
51

54

轉回琶音加連音的伴奏型態

此首歌的旋律，因為優美動人，曾激起多位作曲家的靈感。例如樂聖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 1827)曾加以改編，收在《愛爾蘭歌曲二十首》(Twenty Irish songs,
1814- 1816)中；恩斯特(Heinrich Wilhelm Ernst, 1814-1865)採用主題旋律寫成小提琴獨奏
曲，收入在他的《六首對位練習曲》(Six Polyphonic Studies)之中。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 1809- 1847)也將此曲改編為《鋼琴幻想曲〈夏日最後的玫瑰〉》(Fantasia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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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Rose of Summer’ op.15, 1827)。最重要的作品則是，1847 年德國作曲家符洛妥
(Eriedrich von Flotow, 1812- 1883)逐字地將此曲編進歌劇《瑪爾塔》(Martha, 1847)，由
女主角在第二幕中唱出，此後成為音樂會中的常態曲目。弗拉內利指出此曲不只顯示出
莫爾的聲望，同時也展現出他對於拓展凱特爾族和愛爾蘭元素的重要貢獻。39

三、演唱詮釋：
從布瑞頓於開頭的術語指示「非常自由地」(Very freely)可得知，本曲聲樂線條在演
唱時是富有彈性、自由度極高的，伴奏多半「依附著聲樂旋律」(with the voice)而演奏，
琶音、連音的運用淡化了曲子的拍點，不規則的連音帶來了濃厚的即興色彩。三段進入
的力度都維持在「弱」
，b 樂句整體上較為流動，前半做漸強，後半延長音先漸強再做漸
弱收尾，此時需要更多的身體支撐，尤其是長音停留在 g 2 的 A''段，不需太早做漸弱，
必要時可在前面第五十小節第三拍的 are 之前換一口氣，以做好完整的預備；同樣地在
A' 段也有類似的情形，不需太早做漸弱，唱完 g 2 後再做漸弱即可，如果覺得一口氣無
法演唱完 b 樂句的後半段的長音，可在三十二小節 leaves 與 o’er 中間再多換一口氣，確
保聲音的品質。A' 段裝飾奏變多，情感上需「更加強烈」(more intense)一點，裝飾效果
的音符時而小二度時而大二度，小心音準，並且確實掌握住切分節奏和附點節奏的特
性，藉以達到多樣變化的效果。第三十五小節連續高音十六分音符之前 mates 可彈性地
作一點延長，讓後方從 g 2 開始的花腔能夠從容不迫演唱，後加點漸慢結束。A'' 段雖保

39

James W. Flannery, Dear Harp of My Country: The Irish Melodies of Thomas Moore (J. S.
Sanders & Company, Nashville, TN, 1995 & 1997),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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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原有的速度，但原先的隨意性需減少，整個段落需「在拍點上並且持續地往前移動」
(In time and moving forward )，前半拉長漸強時間(slow crescendo)，完整鋪陳醞釀的氣
氛，後半 b 樂句開始，情緒高漲可使用較誇張的表情變化來豐富樂句。此段伴奏改成較
正規節奏型態，一連串八度低音和塊狀的和絃，讓整個伴奏聲部變得密實，因此聲樂旋
律需演唱地「更顯著」(more marked)、更明亮一些，力度上可增強一些，避免被伴奏所
遮蓋住。五十二小節的最後一句就像是華彩樂段(cadenza)般，40 這些華麗的花腔速度上
是「自由地」(freely)，以較彈性的方式演唱，特別留意 who 到 would 之間的音符，演唱
者需給予鋼琴伴奏一個演唱上的指示，讓其五十三小節第三拍琶音可以輕易地合到演唱
者的 would。本曲如同一曲歌劇的詠嘆調，在音域上、演唱技巧上、速度掌控上都不容
易，歌手需格外地注意基本的演唱技巧，如果基本功夫扎實相對地給予演唱者更多即
興、多樣變化的空間。

40

華彩樂段，是給獨唱(奏)者充分表現艱難技巧才能的樂段，常出現在作品結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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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喔令人狂喜的景象》(O the sight entrancing)
一、歌詞內容與結構：
此曲詩詞選自第八冊《愛爾蘭歌曲集》，為一首戰爭的歌曲。詩作本身可以分為兩
大段，每段各有二十句，按照押韻的模式及歌詞內容可將這二十句以五句為單位分成四
個部分，而第一段第一部分的五句詩詞，同在該段的第四部份和第二段的第四部份各重
覆一次。第一段描述戰爭情景，以軍帽上羽毛比擬著軍人的士氣，即使即將面臨死亡，
仍不畏懼，向前邁進。第二段道出人民最大的希望就是心與手相連的自由。

O the sight entrancing,
喔令人狂喜的景象，
When morning's beam is glancing
當早晨的光線掠過
O'er files array'd
列隊的
With helm and blade,
鋼盔和刀劍，
And plumes in the gay wind dancing.
和在歡愉風中舞蹈的羽毛。
When hearts are all high beating,
當所有的心志都高昂著，
And the trumpet's voice repeating
和不斷反覆的號角聲
That song whose breath
那歌的氣息
May lead to death,
可能導致死亡，
But never to retreating.
但是從未退縮。
Then if a cloud comes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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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如果雲彩飄過
The brow of sire or lover,
國王和情人的頭上，
Think 'tis the shade
想想這就是陰影
By vict'ry made,
勝利所帶來的，
Whose wings right o'er us hover.41
它們的翅膀剛好飛過我們。
Yet 'tis not helm or feather
這還不是鋼盔或羽毛
For ask yon despot whether
去詢問那暴君是否
His plumed bands
它的羽飾隊伍
Could bring such hands
可以把我們的雙手
And hearts as ours together.
和心連在一起。
Leave pomps to those who need 'em
把這些虛偽的裝飾留給那些需要的人
Adorn but man with freedom,
只要賦予人自由，
And proud he braves
他就會驕傲的勇敢地反擊
The gaudiest slaves
這些華麗而俗氣的奴役
That crawl where monarchs lead 'em.
那由國王領導緩慢前進的隊伍。
The sword may pierce the beaver,
劍也許會刺進鋼盔，
Stone walls in time may sever,
石牆可能會及時斷裂，
'Tis mind alone,
這獨自的心，
41

O'er = Over, array'd = arrayed, 'tis = it is, vict'ry =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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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th steel and stone,
如同鋼鐵和石頭的價值，
That keeps men free for ever.42
讓人們永保自由。

詩詞押韻的模式二段相同，將反覆的五句詩扣除，每段十五句分為三，以五句為一
單位，特別的是每段的第五句非順著第四句的韻，而是跳脫出與首、二句同韻，所以每
部分的一、二、五句為一組押一韻，三、四句為一組押一韻。整首詩押韻的情形如下表：

段數

一

二

42

句數

押韻字彙

字彙音標

1
2
5

entrancing
glancing
dancing

['GntrDns0H]
['El$ns0H]
['d$ns0H]

3
4

array'd
blade

[D'red]
[bled]

6
7
10

beating
repeating
retreating

['bit0H]
[r0'pit0H]
[r0'trit0H]

8
9

breath
death

[brGL]
[dGL]

11
12
15

over
lover
hover

['ovQ]
['lKvQ]
[hKvQ]

13
14

shade
made

[Ned]
[med]

1
2
5

feather
whether
together

['fGMQ]
['hwGMQ]
[tD'EGMQ]

3
4

bands
hands

[b$ndz]
[h$ndz]

need 'em = need them, lead 'em = lead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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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10

need 'em
freedom
lead 'em

[nidDm]
['fridDm]
[lidDm]

8
9

braves
slaves

[brevz]
[slevz]

11
12
15

beaver
sever
ever

['bivQ]
['sGvQ]
['GvQ]

13
14

alone
stone

[D'lon]
[ston]

二、曲式分析：
此曲引用愛爾蘭古老曲調「帕拉尼克斯帝‧沙德雷依」(Planxty Sudley)，樂曲調性
為 C 大調，拍號 2/2 拍，音域較寬如同第七首《我國珍貴的豎琴！》
一共十二度。曲式為 A A'，兩樂段聲樂旋律完全相同，鋼琴尾奏些許改變，其餘伴奏完
全相同，全曲一共八十六小節。
聲樂旋律樂句清楚分成前後兩大句 a a' 加上 b a''，a 相關的樂句皆以中央 c1 開始，
往上做一個大的拱型樂句後，回到 c1 或是 c2 做一個封閉性的結束。b 樂句從第二十五小
節第四拍後半進入，在 c1 後作一個十度大跳到 e2，後持續在 b1 以上的音域徘徊。見譜
例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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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十五：
a 樂句

10

14

a ' 樂句

18

21

24

b 樂句

28

31

伴奏以 C 和絃作開頭，建築在一個橫向的左手四度，與一個縱向的右手四度加二
度。右手刻意早左手半拍出現，兩者前後相互交錯著，加上大斷音(Staccatissimo)的記號，
帶出生動卻有點揶揄的軍旅色彩。左手低音聲部與《午夜時分》相同使用頑固低音，但
相異於《午夜時分》的和聲音程，本曲使用旋律音程，一共只用到三個音，分別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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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F1，不時和休止符相互穿梭著，宛如發號步伐口令中的呼吸般，不斷地重複。右手
高音聲部多為四度、二度或是轉位的五度音程，以後半拍進入，利用連結線做掛留效果。
見譜例三十六：
譜例三十六：
早半拍的四、二度音程

1

5

頑固低音

b 樂句伴奏稍微改變，將原先右手後半拍進入的八分音符換成三連音方式作掛留，
維持四拍後，在三拍內急速下行兩個八度。此時左手作互補的動作，當高聲部為持續長
音時，左手縮小拍值，用連續的八分音符作跳動起伏，後接一個三拍的長音，讓右手急
速下行的音型自然地顯現出來。見譜例三十七：

122

譜例三十七：
25

b 樂句伴奏型態改變，左右手聲部動靜互補

相較於前面九首，此曲前奏九小節，後奏六小節，算前後奏篇幅較長的。除了長度
特殊之外，本曲後奏亦有令人意外的效果，利用連續的八分音符和八度音，模仿軍人行
走的步伐，營造出昂首闊步的意向，作為段落的連結和結束。如同樂曲起始和絃，最後
同樣地結束在 C 和絃上，此次填上和絃三音，完整呈現 C 大三和絃。頭尾調性和絃框
住過程中的不穩定色彩和絃，再次印證布瑞頓編曲的功力。見譜例三十八：
譜例三十八：

連續八分音符和八度音模仿軍人行走的步伐

結束於 C 大和絃

三、演唱詮釋：
本曲速度略快，從拍號二二拍就可以略知一二，以二分音符打一拍，曲中多為半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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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分音符和四分之一拍的八分音符，整體速度相較前九首屬於快的一曲，布瑞頓在樂
曲的開頭也指示本曲應為「快而且明亮的」(Fast and brilliant)。為了模仿軍人俐落、冷
酷的感覺，前奏有著「乾的」(dry)和「不用踏板」(without Ped.)的指示，除此之外，擁
有大斷音標示的左手聲部，其不斷反覆的主屬音演奏時需「厚重」(heavy)而短促，整個
前奏力度「強」直到第七小節後開始漸弱讓音域較低的聲樂線條可以圖輕易地突顯出
來。樂句 a 由於音域低，歌手一開始演唱就需加強一點力度，儘量使線條「顯著」
(marked)，但不要因為想做顯著的音響效果而刻意壓喉頭的肌肉，自然地添加力度，位
置想高一點，唱斷、亮一點即可，後半樂句音域較高時圓滑並順著音型漸強。持續徘徊
在 b 1 以上音域的 b 樂句，就力度上而言為本曲聲樂線條中最強的一句，以「強」和圓
滑來演唱，特別留意 b 樂句的伴奏聲部，所有三連音以強音的姿態進入，掛留長音漸弱
後急速下行的兩個八度停在「弱」的力度上。在強的 b 樂句後，a'' 樂句立刻轉為「弱」
並持續在此力度上。全曲歌詞繁多，速度快，拍質短，演唱者須特別留意母音與子音的
時間比例，不要為了想把子音唱清楚而忽略了母音，反之應儘量把母音拉長，才不會模
糊了字詞涵義。模仿軍人行進的尾奏出現，「顯著」的要求再次出現，兩聲部的連續八
度音，形成了兩個顯著、相互抗衡的旋律，與營造乾糙音響的前奏極大不同點在於，尾
奏必須以圓滑的方式彈奏並加入一些「踏板」(with Ped.)作潤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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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總結
民歌本身就具有琅琅上口的特色，對於這些人們所熟悉的樂曲，在改編中，如何跳
脫既有的框架，添加創意，想必是創作時的困難點。筆者在探究本曲集期間找尋到十九
世紀出版的《愛爾蘭歌曲集交響篇 約翰‧史蒂文森爵士伴奏》(Irish Melodies with
Symphonies and Accompaniments By Sir John Stevenson and Characteristic Words By
Thomas Moore New Edition Edited By J.W.Clover)，讀譜之後，感受到約翰‧史蒂文森爵
士那股清新、單純、可愛的編曲。然與布瑞頓的作品相互比較，布瑞頓的音樂創意，無
論是在和聲變化、伴奏型態、音型節奏等都讓人有著意想不到的驚奇，這些新意讓古老
的曲調再次有了生命，與約翰‧史蒂文森爵士編曲有著極大不同的感受。
《民歌改編第四冊 ─ 莫爾愛爾蘭歌曲集》經過前面數個章節分析之後，雖然沒有
完美無暇，但盼能引起更多愛樂者對於布瑞頓民歌改編作品的興趣，並為布瑞頓的研究
貢獻微薄的心力。最後依照十首的樂曲結構、調性、旋律線條、伴奏型態、特殊手法、
詮釋等六項作一個比較性的統整，藉此讓樂曲脈落更加清楚明瞭地呈現。

一、就樂曲結構而言：
本曲集為民歌改編，樂曲引用民歌本有的旋律，保留民歌原有的特質，結構單純，
即使布瑞頓結合二十世紀的創作手法，亦沒有將樂曲複雜化，十首樂曲全為反覆歌曲形
式。雖說是最簡單的反覆歌曲，布瑞頓卻能利用不同的創意、伴奏型態或是和聲變化等
讓樂曲聽起來不枯燥，反覆中帶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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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仇與明亮》

《航行，航行》

《多甜美的回聲》

《唱遊男孩》

A A A' A ''

A A'

A A' A ''

A A'

《午夜時分》

《富麗和珍貴》

A A'

A A' A '' A '''

《我國珍貴的豎琴》 《常在靜謐的夜裡》
A A'

A A'

《夏日最後玫瑰》 《喔令人狂喜的景象》
A A' A ''

A A'

二、就樂曲調性而言：
即使民歌旋律調性簡單、顯明，但布瑞頓在改編時卻常使用模稜兩可的調性。有時
樂曲前後樂段建築在主要調性，中間卻廣泛借用其他調的和絃；有時以複調手法，將遠
系調與主調並列同時進行；有時使用泛音列中的音，讓和絃性質轉變與原調產生衝突；
有時穿插著許多獨立的色彩性和絃，難以歸立調性。無論樂曲調性在過程中是如何地變
化，布瑞頓還是會依照樂曲原本的古老曲調，給予改編樂曲一個中心的調性(式)，有著
主軸調性(式)再依照這骨幹音去做擴充、發展和變化。下方圖表為各曲的中心調性(式)：

《復仇與明亮》

《航行，航行》

《多甜美的回聲》

《唱遊男孩》

古代 d 小調

米索利地安調式

B 大調

F # 大調

《午夜時分》

《富麗和珍貴》

E♭大調

D 大調

《我國珍貴的豎琴》 《常在靜謐的夜裡》
F 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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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索利地安調式

《夏日最後玫瑰》 《喔令人狂喜的景象》
C 大調

E♭大調

三、就樂曲旋律線條而言：
聲樂作品本身就因優美的旋律線條而流傳，在這十首作品中，除了原有的古老曲調
之外，布瑞頓也在改編的伴奏當中加入了許多旋律線，有些是依附著聲樂的音高，有些
則是將新的素材另外添加在樂曲當中，其中布瑞頓較常編寫的就是拱型式的旋律線條，
和連續二度下行的旋律。

《復仇與明亮》

《航行，航行》

《多甜美的回聲》

《唱遊男孩》

將 高 低 音 聲 部 第 右手聲部依附著聲樂 左 手 聲 部 引 用 聲 樂 運 用 右 手 琶 音 的 最
一 拍 連 起 形 成 拱 線條形成一個波動的 回 聲 句 線 條 與 聲 樂 高 音 營 造 出 連 續 一
型式的線條，有時 旋律線條。

相互穿梭。

還相互交錯。

下行二度的旋律
線，出現在聲樂之
前。

《午夜時分》

《富麗和珍貴》

《我國珍貴的豎琴》 《常在靜謐的夜裡》

右 手 和 絃 最 高 音 伴奏兩聲部中有一部 沒 有 明 顯 的 旋 律 線 將 聲 樂 旋 律 簡 化 以
以 兩 小 節 的 長 度 依照聲樂線條另闢一 條。

複點四分音符時值

做 一 個 連 續 下 行 條嚴格的卡農對位旋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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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度的旋律線。

律線。

《夏日最後玫瑰》 《喔令人狂喜的景象》
A '' 段右手和絃依 尾奏每一小節為一個
附 著 聲 樂 形 成 一 拱型式線條，以模進的
個 跳 動 的 旋 律 首法一共出現五小節。
線，其他兩段則沒
有特別的旋律線。

四、就伴奏型態而言：
民歌式的反覆歌曲，在伴奏型態上容易和著聲樂旋律，以簡單的分解和絃或是重複
的塊狀和絃譜曲，如同曲集約翰‧史蒂文森爵士版的伴奏即是如此，下面舉其創作的《復
仇與明亮》
，為標準的四聲部低音加密集塊狀和絃，與布瑞頓版的《復仇與明亮》相互
對照，略顯單調。譜例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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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例三十九：

而布瑞頓所編寫的伴奏型態，當然仍有一些是引用聲樂曲調為一聲部，再搭配一聲部純
伴奏，此類型的伴奏皆會將原有的曲調做一些改變，如音域位置、進入時間、音符拍值、
簡化或增加音等等，不會百分之百一音不差的使用，而純伴奏聲部則會運用不同的和絃
改變整個和聲效果，不會單純地重覆，讓樂曲聽起來更加地豐富。其他也有擷取聲樂部
分片段以做發展和擴充；有些只是將聲樂線條做為編寫的參考方向，在伴奏中完全沒有
聲樂線條，依此走向重新譜曲。布瑞頓十首樂曲皆有不同的風貌，下表為各曲的主要伴
奏型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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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仇與明亮》
A：以裝飾音和強音為主軸。

《航行，航行》
波動六四和絃擔任和聲變化和旋律線條的
角色，加上搖擺的低音。

A'：下聲部改為連續性的音群。

《多甜美的回聲》

《唱遊男孩》

下聲部利用聲樂片段做為旋律，上聲部為 樂句 a 主要為下聲部搖擺的主屬音配合上
營造夜色的背景和絃。

聲部的琶音。

樂句 b 出現流動的連音。

《午夜時分》

《富麗和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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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聲部頑固音程，與上聲部和聲式的七和 切分節奏配合引用聲樂旋律的卡農對位。
絃相互交錯。

A'段時此七和絃將和聲式型態結合了旋律
式，較為流動。

《我國珍貴的豎琴》

《常在靜謐的夜裡》

兩聲部同為連續性的十六分音符，如同豎 一聲部為琶音加重覆的音程，另一聲部為
琴的撥奏般，沒有明顯的旋律線條。

聲樂線條的簡化。

《夏日最後玫瑰》

《喔令人狂喜的景象》
上聲部掛留音與下聲部主屬音相互交錯，

A：琶音加上連音。
大斷音讓樂曲簡潔有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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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兩聲部改為跳動的和絃與八度音，上
聲部隱約可見聲樂線條。

五、就特殊手法而言：
頑固音型是本曲集頻繁出現的特殊手法，包含頑固的低音、節奏型、音程距離、旋
律等，再配以多變的和聲、音域來添加樂曲不同的樣貌；而和絃、音程使用上，布瑞頓
特別喜好製造空心音效的四、五度完全音程，或是省略和絃音，尤其是重要的和絃三音，
讓和絃性質模糊，進而讓調性不穩定；帶出樂曲流動性的掛留音、切分音亦是本曲集的
重點，這些音型與其他聲部相互交錯，一前一後如遊戲般在譜上跳躍；豎琴式的琶音及
連音音型，營造出波動的音效；聲部之間互相錯開，有時聲部旋律線互相接遞，有時互
唱，或是出現兩音對三音或是三音對四音的情形。下表為各曲特殊手法的彙整：

《復仇與明亮》

《航行，航行》

《多甜美的回聲》

《唱遊男孩》

省略和絃音、頻繁 上聲部六四和絃、上下 省略和絃音、下聲部 頑固低音、豎琴式琶

132

強音演奏法、除了 聲部搖擺性船歌節奏 與 聲 樂 線 條 相 互 接 音與連音、琶音高音
A' 之 外 伴 奏 音 型 型態固定。

遞、上聲部音型固 線條與聲樂線條相

固定。

定。

《午夜時分》

《富麗和珍貴》

互接遞。

《我國珍貴的豎琴》 《常在靜謐的夜裡》

省略和絃音、空心 掛留切分音、頑固節奏 伴奏音型固定，似豎 豎琴式琶音、省略和
五度音程、頑固低 型態、伴奏旋律線與聲 琴 的 撥 奏 音 型 、 A' 絃 音 與 空 心 五 度 音
音、掛留音。

樂旋律線相互對唱。

出 現 兩 音 對 三 音 的 程、伴奏音型固定。
情形。

《夏日最後玫瑰》

《喔令人狂喜的景象》

豎琴式的琶音及連音音型、A''伴奏兩聲部 掛留切分音、伴奏兩聲部之間交錯、頑固低
相互交錯追逐。

音及大斷音演奏法。

六、就詮釋而言：

《復仇與明亮》
歌詞甚多，多為一音節配一音，需依照英文句子的抑揚頓挫來做音樂性的呈現，不用完
全依照三拍律動作規律的強音。留意所有的字尾子音，切勿太早出來，中斷了旋律線條
的連貫性；同時小心字尾子音的口腔位置，延續前方母音位置、推衍過去即可，不另外
設置、也不縮小或收回口腔空間。音節式歌詞配置和以強的力度演唱，容易造成樂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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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散碎，或讓聲音失去共鳴空間而狹窄，因此保持旋律樂句圓滑、將旋律線條拉長為本
曲演唱的重點。段落之間的角色、情緒和力度變化要安排，讓段落色彩的差異性顯現。
《航行，航行》
全曲如同水面上的波紋般地平靜。由於較少大跳音程和誇張的力度變化，演唱時避免根
據節奏或 6/8 拍律動制式地演唱，應按照字詞的字韻、抑揚頓挫、句子線條適時作漸強
漸弱和推進動作，讓音樂律動自然地向前。特別留意少數幾個需於短時間內做弱拍上大
跳的立即漸強，確實安排好演唱時的氣息分配，切勿給予過多的力量，否易失去控制，
失去音準、共鳴或是變成突強音。兩段可用不同的速度處理。
《多甜美的回聲》
由於聲樂線條較為單純不複雜，演唱前應多多考究字詞與語意。每段最後一句的回聲句
則用輕柔的聲音演唱即可，特別注意前兩段的回聲句最後一子音 t，避免因為咬字清晰
而特別加強 t 的發音，只須順著樂句原有的輕柔力度、舌尖頂上顎自然帶出即可。A' 段
描述的是愛情，為三段中較激動、興奮的一段，加註更多情感、更響亮的色彩。A'' 段
a' 樂句(The sigh that's breath'd for one to hear)是重要的情感句，可給予更多的彈性自由速
度和強烈情感，為全曲張力最大之處。全曲換氣以樂句為基準，多一個樂句換一次，其
中 a' 樂句較長，演唱者須分段安排氣息。
《唱遊男孩》
本曲如進行曲般，由前奏帶出戰士行進的氣勢，聲樂承接著前奏的表現力，以較厚重、
強勢的聲音來演唱，但切勿因為過於強調每個音而切斷了整句的線條。五四拍後樂段，

134

以圓滑的方式、流暢的、飽滿的聲音來演唱，由於高域較高，力度又強，身體支撐格外
的重要，不可輕忽，再者拍號改變需特別小心音符結構。兩段結構相似，表情術語卻截
然不同，第一次為「強」的力度來呈現戰爭、刀劍、保衛，第二次則用「弱」的力度來
詮釋愛國英勇的靈魂、純潔與自由。除力度之外，較柔情的第二段在速度上和情感上亦
可運用更多的彈性來表達。
《午夜時分》
本曲聲樂線條抒情，需保持圓滑的演唱，特別留意兩處咬字的部分，分別是兩次高音 g 2
碰到扁母音 i、e 的地方，為了達到一貫的圓滑效果，演唱 i 母音時，雙唇噘起成大ㄩ，
演唱 e 母音時，想 a 一點，口腔內的空間不可壓縮，舌頭儘量放平，舌後不拱起以保持
氣息的流暢。歌手可適時地在情感較豐富的詞句作一些彈性速度變化、留意字句的段
落，亦可用斷句不換氣的方式來強調詞句。
《富麗和珍貴》
全曲頑固切分的伴奏容易混淆演唱者的拍點，演唱者需地找到正拍的拍點，切勿因為重
覆素材多，而失去方向。力度上各段落隨著歌詞意涵和說話的角色有著不同的變化。描
繪女子美貌的 A 段，由於為旁白的角色，以平鋪直敘的方式表達，整體力度不需要太多
誇張的起伏。A' 段是由勳爵發問，為了表達出男子的嗓音效果，速度可以稍快些，聲
音要飽滿、有力，加強力度，整體可以提升到「中強」。A'' 段為「強」，藉以表達出女
子正面、肯定的回答，不時可添加一些強弱變化，或是柔軟、甜美的語氣，展現女性特
質。 A''' 段利用聲部音域的改變讓樂段明亮起來，而不用力度改變來突顯音樂，回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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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弱」的力度。全曲左手旋律聲部是嚴格的卡農對位旋律，由於伴奏較聲樂線條晚一
小節進入，演唱時聆聽彼此相互對位的效果之餘，穩定演唱避免被對位旋律影響。
《我國珍貴的豎琴》
整曲尤其是伴奏用到許多短的十六分音符，應保持持續平穩的速度，切勿因為音符時值
短而變快。每段 a 樂句皆有大跳六度，之前的級進旋律就需準備好之後六度的共鳴位置，
否容易造成音準過低，口腔空間過小、共鳴不夠圓潤的錯誤；a 樂句前半，聲樂音域低，
鋼琴伴奏者須特別留意音量的控制。所有的 b 樂句需多點激動和情感，可做較大幅度的
漸強漸弱，和彈性的速度。A ' 段整體的情感需較 A 段多些，在一些樂句的開頭或是重
點字彙都可處理地自由一些；留意鋼琴伴奏改成三連音的部分，和伴奏時需精準地對住
正拍點。
《常在靜謐的夜裡》
樂曲旋律有如說話般的音程，演唱者應勤加練習朗誦歌詞，按照字詞的字韻、字義作抑
揚頓挫，後才與音樂結合，讓律動自然而然地顯現出來。A 段呈現平穩和隨性，除了重
要字彙其餘力度起伏不需太多。A' 樂段，歌詞意涵從過去美好回憶移轉到身邊的朋友
皆已逝去，情緒上稍加激動，速度可稍加快些。本曲伴奏皆為三分法(複拍子)的，聲樂
多為二分法(單拍子)的拍子，頻繁地出現三對二或是四對三的情形，初配伴奏時需注意
每拍的拍點是否有合到，但不用刻意去配合彼此後半的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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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最後玫瑰》
本曲是非常自由地，演唱時應富有彈性，而伴奏多半依附著聲樂旋律演奏。A' 段裝飾
奏變多，情感上更加強烈，裝飾音多，時而小二度時而大二度，小心音準，並且確實掌
握住即興的節奏型，如切分節奏或是附點節奏。全曲三段皆有裝飾花腔的部分，需從容
不迫演唱並適時把速度作彈性的處理，尤其是 A '' 段的最後一句，就像是華彩樂段一
般。本曲如同一曲歌劇的詠嘆調，在音域上、演唱技巧上、速度掌控上都不容易，歌手
需格外地注意基本的演唱技巧，方可給予樂曲多變化的樣貌。
《喔令人狂喜的景象》
本曲速度略快，為九首中最快的一曲。樂句 a 由於音域低，歌手需加強力度，將位置想
高一點，唱斷、亮一點，但不要因為想做顯著的音響效果而刻意壓喉頭的肌肉。全曲歌
詞繁多，速度快，拍質短，演唱者須特別留意母音與子音的時間比例，不要為了想把子
音唱清楚而忽略了母音，反之應儘量把母音拉長，才不會模糊了字詞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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