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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6年以《臺灣是寶島-六首為大提琴四重奏的福佬系民謠》

榮獲新聞局舉辦第十七屆【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音樂作品類-最佳

作曲人獎』殊榮，2007年再度以《水鬼城隍爺-艋舺過水霞海城隍-數

位音樂劇場-五幕舞劇》（2006）入圍第十八屆【金曲獎】-『傳統暨

藝術音樂作品類-最佳專輯製作人獎』。自幼學習鋼琴，由賴秋鏡老

師啟蒙，十七歲時由林進祐教授啟蒙理論與作曲課程。隨後進入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先後隨曾興魁、陳茂萱及陳樹熙等教授學

習。1993年負笈美國麻州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繼續攻讀

作曲，隨美國即興音樂創作前鋒佛斯（Lukas Foss, 1922─）、希臘

現代音樂之父安東尼奧（Theodore Antoniou, 1935─）以及波士頓

大學音樂系作曲組主任瑪利曼（Majorie Merryman, 1951─）等大

師學習，於1999年1月獲得音樂藝術博士學位（DMA）。現為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專任教授，並兼任於天主教輔仁大學及國立師

大附中音樂班。專長領域：作曲、數位創作藝術、電腦音樂與音樂

理論。創作涵蓋各類型獨奏（唱）、室內樂、管絃樂與舞劇等等。

近年並積極參與數位跨領域藝術創作，主要結合影像互動與劇場創

作各類型音樂劇場作品。

李和莆（文彬）
Wen-Pin Hope LEE

美國麻州波士頓大學音樂藝術博士（DMA, Boston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專任教授

凡響管絃樂團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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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品

管絃樂

《大悲咒為大型混聲合唱團（獨唱群）與管絃樂團》，2005

我們的鄉 我的家—創作系列：九腔十八調【臺灣系列 -管絃樂篇】《小提琴協

奏曲（源自六首客家民謠）》，2007

《我們的鄉 我的家—鹿港八景》，2007

《臺灣高山自然經典系列—臺灣高見—專題創作（管絃樂）》，2008

《聽障奧運—臺灣進行曲（五首管絃樂）》，2009

舞劇音樂

《風動 群起—單幕舞劇》，2005

《盲神來囉！—四幕舞劇音樂》，2005

《水鬼城隍爺—艋舺過水霞海城隍—數位音樂劇場—五幕舞劇》，2006

室內樂

《臺灣是寶島—六首為大提琴四重奏的福佬系民謠》，2006

《臺灣地方小調—六首為大提琴二重奏的福佬系民謠》，2006

《九腔十八調—六首為單簧管、小提琴、大提琴與鋼琴四重奏的客家民謠》，

2007

《第一號中提琴奏鳴曲—三首來自臺灣原住民的敘事曲》，2007

《福爾摩沙映象—臺灣系列十二首為音樂會的鋼琴獨奏曲》，2010

《福爾摩沙映象—三首為 2010上海世博的音樂會小品》，2010

跨領域數位藝術創作

《雨滴的聯想》，描寫臺灣生態環境的影音互動作品

《面像》，數位虛擬影像結合宗教儀式方式呈現的音樂劇場作品

《盲神來囉！》，影像結合音樂將音樂劇場表演數位虛擬化的四幕舞劇作品

《白賊七傳奇》，結合文學並融合臺灣民間傳奇故事的戲劇、舞蹈與互動影像

音樂劇場作品

《臺灣倪仔歌系列 聲東擊西 影像互動虛擬音樂劇場  為人聲、預製鋼琴（含擴

音與效果器）與打擊樂四重奏》結合文學（童詩）、電腦音樂與互動影像的作

品

樂器編制

Piccolo

Flute   1, 2

Oboe   1, 2

English Horn

Clarinet in Eb

Clarinet in Bb   1, 2

Bass Clarinet

Bassoon   1, 2

Contrabassoon

Horn in F   1, 2, 3, 4

Trumpet in Bb   1, 2, 3

Trombone   1, 2, 3

Tuba

Timpani

Tubular Bells

Percussion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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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面祖師公 威》樂曲解說

根據文獻考據，『清水祖師又稱「麻章上人」，閩南一帶多稱為「烏面祖師」，臺灣則稱

為「祖師公」、「祖師爺」』。清水祖師爺俗名陳昭應，北宋京都開封祥府縣人，生於宋朝慶

曆四年（西元1044 年），卒於建中靖國元年5月13日（西元1101年），其祖上宋廉思公，征契

丹胡虜有功，封護國軍節度。宋廉思公曾追隨宋丞相文天祥抵抗元兵，是宋朝的民族英雄。到

祖師時，世局大亂，遷徙南渡臨安（杭州），功忠漢族。『明太祖為了感念陳昭應，追封他為

「護國公」。並為他生前隱居的福建安溪縣清水巖建祠堂。』，故臺人若是安溪縣籍者皆崇奉

祖師，世代香火不斷。

而在兩百多年前，福建安溪人隨鄭成功由大陸移民來臺，並於『乾隆14年（西元1749年）

及西元1769年將清水祖師爺安置在三角湧。地方信眾於三峽溪之西岸建廟祀奉，當時稱為「長

福巖」』。祖師廟的建築大多由李梅樹教授規劃、重建，其形態以我國『傳統式古法建造，形

成三進九開間的殿堂式廟宇。建築雕刻之美聞名遐邇，故有「東方藝術殿堂」之稱』。同時也

與艋舺祖師廟、淡水祖師廟合稱臺北地區三大祖師廟。祖師爺的豐功偉績，使得祖師廟逐漸成

為三峽地區重要的心靈寄託和信仰中心。

每年農曆正月初六為清水祖師爺的聖誕，各地祖師廟皆會舉行慶典，其中以三峽祖師廟最

為有名。百年前祖師廟落成時，『就依姓氏將信徒分成七大家族，分為劉、大雜姓、陳、林、

中庄雜姓、李、王姓等；來自三峽、鶯歌、土城、大溪等地，每年輪流飼養神豬』，輪到的家

族無不摩拳擦掌，希望能在神豬賽中拔得頭籌，藉此向祖師爺表達敬意。每年正月初六，祖師

廟就會舉辦盛大的「賽神豬」活動，鄰近寺廟與民俗社團都會請出所屬的神轎、神將、家將

團、舞獅、北管樂社等宗教陣頭。在街上可看到裝飾華麗的豬公花車繞境，最後花車會齊聚在

祖師廟前，為清水祖師爺祝壽。當天，「賽神豬」祭典使三峽地區熱鬧非凡，當地居民與遊客

一同共襄盛舉，使得清水祖師爺的神威遠播。

祖師廟從乾隆34年（西元1769年）建立至今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前後共經歷三次的整修

與重建，才有今日大家所見的廟堂樣貌。第一次重建乃由於大地震所造成，導致部分廟堂遭到

損毀破壞，當時地方仕紳見於此狀，便募集資金投入相關整修事宜，於道光13年（西元1833 

年）進行重建，並初次擴建成較具規模的形式。第二次重建因戰爭而起，甲午戰敗臺灣割讓給

日本，由於三峽居民不願被日本人統治，便以祖師廟為反抗據點進行抗爭。事敗後，日人採取

高壓政策進行報復，祖師廟也於光緒21年（西元1895年）遭祝融焚毀，於光緒25年（西元1899 

年）進行二次重建。第三次則因年久失修而進行重建。戰後的祖師廟殘破不堪，被日軍徵調從

軍的三峽居民也平安返回故鄉，當地居民深信是受祖師爺的庇護，便於民國36年（西元1947

年）懇請李梅樹教授主持重建。

由於李梅樹教授對品質的高要求、匠師人才的流失，再加上資金籌措不易，造成工程進度

緩慢。自李梅樹教授逝世後，整修與重建的工程更難以符合原先的標準，以致現在部分廟堂建

築仍未完工，並由祖師廟接續進行整修、重建。三次的重建為祖師廟注入新的生命與活力，更

奠定祖師廟在信眾心中無可取代的地位。1 

作曲家本樂曲以此歷史背景，採用臺灣目前高中管樂團的編制，創作這首純粹為音樂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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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管樂團，主要目的是希望臺灣的學生能更深入了解本土文物風情。本曲的主要旋律是取材

自作曲家本身創作的一首相當童謠風格的曲調〈螞蟻進行曲〉                       ，前五小節由法

國號、長號與低音號奏出E音的泛音和弦，搭配鑼鈸、管鐘及定音鼓的滾奏，呈現管樂團獨霸

一方的大器與氣氛；繼而由小號奏出主要動機，描繪出此曲的中心樂念；緊接著小號以主題變

形的手法在不同段落中呈現三次不同的面貌，藉此表達出作曲家對「烏面祖師公」的敬意。而

進入為打擊樂器的裝飾奏段落時，以延續主題旋律的片段，各種打擊樂器的相互交錯，傳達百

姓為祖師廟所舉辦盛大的「賽神豬」活動，鄰近寺廟與民俗社團都會請出所屬的神轎、神將、

家將團、舞獅、北管樂社等宗教陣頭的喧騰意境，燦爛輝煌地結束本作品。

1. 資料引用來源：雷秀慧指導，作者：劉瓊月。臺北縣立樹林高級中學。高三1 班；莊琨瀅。臺北縣立樹林高級中
學。高三1 班；古庭瑄。臺北縣立樹林高級中學。高三1 班，三峽祖師廟歷史沿革與重建及對當地居民影響初探，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9/11/2009111021470198.pdf.

樂器編制表 Instrumentation

中文樂器 原文樂器 人員編制 備註

短笛 Piccolo 1

長笛 Flutes 2

雙簧管 Oboes 2

英國管 English Horn 1

高音單簧管 Soprano Clarinet 1 E-flat

單簧管 Clarinets 2 B-flat

低音單簧管 Bass Clarinet 1 B-flat

低音管 Bassoons 2

倍低音管 Contrabassoon 1

法國號 Horns 4

小號 Trumpets 3 B-flat

長號 Trombones 3

低音號 Tuba 1

定音鼓 Timpani 1 20”23”26”29”32”

打擊 Percussion 3

　管鐘 　Tubular Bells

　小鼓 　Snare Drum with sanres on

　鑼鈸 　Crash Cymbals

　中國銅鑼 　Chinses tam-tam

　大鼓 　Bass Drum

　兩塊高音石頭 　2 Pieces Rocks / High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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