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GRAM 
 
回憶當年的我們  Remember the Good Old Times 
請相信我 Please Believe Me 

詞:管道昇,李抱忱  曲:李抱忱  編曲:陳功雄 
綠島小夜曲 Nocturne of Green Island  
獨唱: 李美毅 Meiyi Li, 楊立琦  Joyce Yang, 黃士弘  Nick Huang  

 詞:潘英傑  曲:周藍萍  編曲:冉天豪 
月亮代表我的心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  

詞:孫    儀  曲:翁清溪  編曲:張瑞娟 
 

年少輕狂的我們  Remember the School Years 
童年 Childhood  

     詞曲:羅大佑  編曲:劉   釗 
橄欖樹 Olive Tree 

詞:三    毛  曲:李泰祥  編曲:任    策 
台北的天空 Sky of Taipei 

詞:陳克華  曲:陳復明  編曲:劉文毅 

  
INTERMISSION 

 
時光中的小團  Small Group in Time 
再別康橋 Goodbye Cambridge  

詞:徐志摩  曲:李達濤 
  忘了我是誰 Forgot Who I Am  

詞:李    敖  曲:李翰君  編曲:高竹嵐 
 
回到未來之全新創作  Back to the Future – New Compositions 
我有一個戀愛 I Have a Love                 

詞:徐志摩  曲:冉天豪 
菊花台 The Chrysanthemum  

詞:方文山  曲:周杰倫  編曲:阿遙(陳立英),林宜穎 
愛的不得了 Cannot Love Enough  獨唱: 趙詩怡 Shihyi Chao 

詞:盧修一  曲:鄭智仁 
  不分年代各地民謠  Time-Less Regional Folk Songs 
  思想起 Remember the Time  獨唱: 陳映嘉 YingJa Chen    

        台灣民謠   編曲:蔡郁姍 
  茶山情歌 Love Song of Tea Mountain 

貴州民歌   編曲:陳澄雄 
情別 Goodbye Love  獨唱: 王渝溥 Yu-Pu Wang  

     綏遠民歌   編曲:陸華柏 
撐船調 The Boat Song 

客家民謠   編曲:林純慧 

 

 
指揮 Conductor: 顏毓芬 Yufen Yen 
 

台灣台北市人，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合唱指揮博士候選人。合唱指
揮大師 Dr. Joseph Flummerfelt 稱讚 “她具有絕佳的指揮動作，放鬆且不緊繃，使
歌手容易演唱”。以全額獎學金就讀博士班期間，主修合唱指揮與文獻，師事
Dr. Fred Stoltzfus 與 Dr. Chester Alwes，副修聲樂，師事 Prof. Cynthia Haymon 與
Prof. Ricardo Herrera，曾教授大學部合唱團 Illini Women，也是該系多年來唯一面
試當場錄取的博士班學生。2007 年赴美前，於東海大學音樂系取得合唱指揮碩
士學位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系學士(主修聲樂) ，合唱指揮曾師事梁秀玲博
士,沈新欽博士,潘宇文博士，聲樂曾師事湯慧茹教授,黃久娟教授。 

目前任職於 Hampto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音樂總監，MIT-CCCS 音樂
總監，並於 Pike School 教授歌唱課程。在台灣曾任大學合唱團指揮，國高中音
樂班合唱團指導老師，及國中音樂教師。除此之外，曾擔任國家音樂廳交響樂
團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之歌劇合唱指導，也曾於東海大學與朝陽科技大學指揮
約翰史特勞斯全本歌劇 Die Fledermaus 蝙蝠，並於 05 至 07 年分別擔任台北金穗
合唱團美加巡迴音樂會，台中國際合唱音樂節與 Rutgers University Queens Chorale 
台灣巡迴音樂會之活動負責人 
 
伴奏 Accompanist: 林宜穎 I-Ying Lin 

 
        台南縣人，畢業於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音樂教育學系，並於 2010 年取得波士
頓音樂院(The Boston Conservatory)鋼琴演奏碩士學位，現於該校攻讀演奏家文
憑。主修鋼琴，曾師事黃水金老師、顏一晴老師、鄭怡君老師，並受 Allan 
Chow、John Ellis、Michael Lewin、Till Fellner 等教授指導，現師事莊雅斐教授
(Ya-Fei Chuang)，室內樂師事 Prof. Max Levinson。曾於台灣、美國多次舉辦聯合
音樂會與個人獨奏會；在 2009 與 2010 年參加奧地利薩爾茲堡的 Mozarteum 
Summer Academy，並取得在當地 Weiner Hall 與 Baroque Museum 獨奏之機會。具
有多場音樂會伴奏經驗，曾於 2008-2010 年擔任波士頓音樂院之合唱團伴奏，並
於 2011 年擔任波士頓 MIT 劍橋合唱團伴奏。 
 
女高音 Soprano: 
陳映嘉  YingJa Chen*  何佳瑾  Cindy Ho* 何茵庭  Ellen Ho 
季   瑾  Jin Ji  李美毅  Meiyi Li  連翊安  Stephanie Lien 
林文宜  Fiona Lin 楊立琦  Joyce Yang* 余希伶  Natalle Yu  
 
女低音 Alto: 
趙詩怡  Shihyi Chao*      周慶瑛  Julia Jou*           劉倬君  June Liu 
曾羣惠  Fay Tseng      趙甘霖  Ganlin Zhao* 
 
男高音 Tenor: 
陳立英  Leo Chan            陳惟生  Jeff Chen           陳嘉欣  Owen Chen 
黃士弘  Nick Huang*      柯進強  Guy Klages           屠澤寬  Kevin Tu* 
童一軒  Yi-Shiuan Tung 
 
男低音 Bass: 
博    文 Abe Polk       史習宏  Hsi-Hung Shih*          王北芃  Bei Wang 
王渝溥  Yu-Pu Wang*     
       
*星號為重唱組合成員 (*Small group members) 
 
團長: 陳立英 Leo Chan 
             
工作人員  Concert Staff:   
Kevin Chu, Sam Peng, He Zhou, Jackie Yang 
 
 



劍 橋 合 唱 團 
MIT Cambridge Chinese Choral Society 

 
劍橋合唱團成立於一九九二年，由大波士頓地區熱愛合唱的社會人士及學 

生組成，於每年春季和冬季舉辦兩場成果發表會。劍橋合唱團所演唱的曲目風 
格多樣,包括中國藝術歌曲、台灣原住民歌曲、西方宗教歌曲及歌劇選曲等， 
囊括多種語言。劍橋合唱團將繼續本著文化交流及社區服務兩大宗旨，豐富當 
地華人的藝術休閒生活，推廣台灣本土音樂，宏揚中華文化。我們每星期五晚
上 8:00-10:00 在 M.I.T. 2-190 教室練唱，歡迎有興趣的朋友直接加入或與我們 聯
絡 cccs-officers@mit.edu。 

 
Founded  in  1992  by  a  group  of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who  shared  a 

common  interest  in  choral  music,  MIT-CCCS  has  grown  to  be  a  well-respected 

amateur choir and has been filmed by CableVision Broadcasting as part of its “About 

the Arts” Program. Our repertoire covers a wide range of music such as traditional 

Chinese songs, European classical religious hymns, Broadway musicals, Taiwanese 

aboriginal pieces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rrangements.   We see our concerts as 

important venues to introduce Chinese and Taiwanese music to the Greater Boston and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and to arouse interest among our audience, who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our songs.   At the same time, our members become more acquainted with 

and mor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Western compositions. 

 
We hold two free performances every year open to the general public. We hope this 

cultural exchange will bring our audience as much joy and pleasure as it does to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oir and upcoming events, please send email to cccs-

officers@mit.edu or call us at 217-766-3035 

 
劍橋合唱團為一非營利組織,本次免費演唱會所有支出完全依靠公家經 

費,   團員年費及各界捐款。感謝您的支持及鼓勵! 

 
MIT-CCCS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is free concert is made possible by 

membership fees and private donations (suggested amount $5/pers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劍橋合唱團2012秋季招生內容:   
如果你有唱歌經驗, 想繼續放聲高歌並且多認識熱愛合唱的朋友. 年紀不拘, 
性別不限, 歡迎一起加入合唱團的行列.  
 
8/01/2012起每週五晚上 8:00-10:00, MIT 2-190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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