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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展演體驗與感動瞬間的加乘驚喜

寫下藝術與生活的嶄新想像

座落於松山文創園區，誠品表演廳由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伊東豊雄團隊領軍設計，絕佳音場效果的鞋盒式

空間，舒適的座椅，極致完美的清晰音像，拉近觀眾與表演藝術的距離，更提供與分享臨場感動。總座位

數 361席，除了古典音樂的原聲傳遞，也適合跨界演出、論壇講座、記者發表會等多功能活動使用。

結合音樂、戲劇、創意的親密互動場域，表演廳自2013年營運以來，以松菸文創及誠品人文特質，精心策
劃豐富自製節目，延續【享樂】、【Fun聲】、【親子】系列主軸，今年更規劃【特企】節目，為表演廳開展

不同節目類型的探索及可能性。

在【享樂】系列，連續舉辦三屆的「誠品室內樂節」，已逐漸成為國內室內樂的重要品牌。邁入第四屆，

持續邀集國內、外頂尖團隊組成華麗陣容，更著重扶植新秀之理念，與國內新生代團隊合作。以國際級音

樂饗宴，共創室內樂獨特的演出形式和魅力。【Fun聲】系列將串連誠品 30週年「夢與想像之境」主軸，邀
請獨立音樂創作人，以獨特的創作及風格，點亮勇氣、狂野、無懼等音樂造夢能量。而【親子】系列，由

現場音樂演奏結合輕鬆、題材多元的故事呈現，融合互動情境，帶領大小朋友從生活中更貼近對表演藝術

的想像。  另外，年底【特企】音樂會，透過經典香頌歌曲，為溫暖冬季節慶渲染異國浪漫，打造獨特的

藝文體驗。

以不凡的藝文品味與創造力，堆疊舞台現場動人的精彩場景，讓每一刻的感動與驚喜，延入感知，挑起一

場真實的美好相遇。

人文藝術表演廳
一座全方位的—

場地租借洽詢│誠品表演廳

TEL│(02) 6636-5888   ext. 8806、8826、8828
E-mail│performancehall@eslite.com
各式優惠專案與更多訊息請上迷誠品 meet.eslite.com

典雅大廳 舒適空間

論壇講座音樂演出

文創發表跨界現場

02 03



特別企劃
eslite

2019 自製節目總表

 

 

eslite

誠品親子 O劇團
《叮叮的奇幻冒險：消失的童玩王國》 3/23

10:30 &
14:30 &
19:30

3/24
10:30 &
14:30

 

eslite

誠品Fun聲

甜約翰 Sweet John
《微酸甜攪和的浪漫運行》 

龔鈺祺 （蘇打綠阿龔）

《罪與沉睡之夢》 

9m88
《寤寐之間》 

8/10
20:00

9/21
20:00

10/25
20:00

誠品室內樂節

eslite

誠品享樂

《首席‧璀璨》
In�nite 首席四重奏

4/28
14:30

5 /11
19:30

5 /12
14:30 鮑羅定四重奏 Borodin Quartet

《跨世代俄羅斯傳奇—Borodin弦樂四重奏》 

藝心弦樂四重奏

《閃耀新勢力—熾熱弦音》 5 /25
19:30

諾弗士弦樂四重奏 Novus String Quartet
《琴迷歐巴—Novus弦樂四重奏》 6 /22

19:30

12/20
19:30

12/21
14:30 &
19:30

演唱／羅安娜 (Anne Rodier)、王典　
編曲／李欣芸　鋼琴／盧佳慧、劉惠芝

《浪漫美聲　聖誕樂宴》 

古典 爵士 不設限．
純粹經典 自由混搭 

風格匯聚 Live魅力
創作能量揮灑的發聲舞台

節慶 童話 音樂．
開啟孩子的無限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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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頂尖夢幻黃金組合　無懈可擊的精湛演繹 

理性與浪漫的完美交織　再現德奧百年經典風采

誠品室內樂節—

《首席‧璀璨》
4/28 Sun.
14:30

票價

500 / 800 / 1000

曲
目

貝多芬：f小調第十一號弦樂四重奏《嚴肅》，作品95
 L . v. 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No. 11 in f minor, Op. 95, Serioso 

巴爾托克：第一號弦樂四重奏，作品40
B. Bartok : String Quartet No.1, Sz. 40 

德弗札克：降A大調第十四號弦樂四重奏，作品105
A. Dvorak: String Quartet No.14 in A �at major, Op. 105 

演
出
介
紹

短短幾年之間，由國家交響樂團首席李宜錦所率領的In�nite首席四重奏已儼然成為國內古

典樂迷心中首屈一指的室內樂組合，音樂演奏實力媲美世界一流樂團，他們完美無間的絕

佳默契、精準純熟旳技巧、內斂深刻的詮釋，更是廣受樂迷愛戴與樂界的肯定。

本次演出他們將帶來橫跨古典、浪漫、現代不同時期的德奧室內樂經典作品：貝多芬中期

最具表現力與戲劇性的作品《嚴肅》與捷克作曲家德弗札克後浪漫波希米亞風格的第十四
號弦樂四重奏，並再度挑戰「二十世紀音樂大師」巴爾托克的第一號弦樂四重奏，帶領樂
迷一次聽見三種音樂風貌的四重奏音樂饗宴。

In�nite 首席四重奏

小提琴／李宜錦  國家交響樂團首席

小提琴／鄧皓敦  國家交響樂團副首席

中提琴／陳猶白  國家交響樂團中提琴演奏員

大提琴／歐陽伶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

演
出
者

縱橫古典樂壇七十餘載　世界上最偉大弦樂組合之一

睽違十四年再度來台　重現純正俄羅斯輝煌之音

誠品室內樂節—

《跨世代俄羅斯傳奇—
Borodin弦樂四重奏》

演
出
介
紹

被譽為「世界上最偉大弦樂組合之一」的鮑羅定四重奏（Borodin Quartet），以著名的「俄國
五人組」成員鮑羅定為命名，創團至今74年，是當代歷史上成立最悠久的室內樂團。擁有

宛如交響樂團巨大豐富的獨特音響特質，細膩獨到的音樂詮釋以及充滿爆發力的能量，總

是贏得廣大樂迷及樂評家的推崇。

睽違14年再度來台，除拿手的招牌曲目蕭士塔高維契外，更精選作曲家鮑羅定獻給愛妻的

浪漫不朽名作，以及榮獲留聲機雜誌「年度最佳室內樂大獎」之代表性錄音－柴可夫斯基經
典作品，以道地的俄式音樂詮釋，引領聽眾感受最輝煌純正的俄羅斯之音！

曲
目

5／11——

海頓：G大調第二十九號弦樂四重奏《你好》，作品33-5
  J. Haydn: String Quartet No. 29 in G major, Op. 33, No. 5, Hob III: 41, How Do You Do

蕭士塔高維契：降E大調第九號弦樂四重奏，作品117
D. Shostakovich: String Quartet No. 9 in E �at major, Op. 117 

柴可夫斯基：D大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作品11
P. I. Tchaikovsky: String Quartet No.1 in D major, Op.11

5／12——
蕭士塔高維契：D大調第四號弦樂四重奏，作品83
D. Shostakovich: String Quartet No. 4 in D major, Op. 83

舒伯特：c小調第十二號弦樂四重奏《斷章》，作品703
F. Schubert: String Quartet No. 12 in c minor, D 703, Quartettsatz

鮑羅定：D大調第二號弦樂四重奏
A. Borodin: String Quartet No.2 in D major

鮑羅定四重奏 (Borodin Quartet)

小提琴／魯本．阿羅尼恩  (Ruben Aharonian)

小提琴／謝爾蓋．洛莫夫斯基  (Sergei Lomovsky)

中提琴／伊果．奈汀  (Igor Naidin)

大提琴／弗拉迪米爾．巴辛  (Vladimir Balshin)

演
出
者

5/11 Sat.
19:30

票價

1000 / 1200 / 1600 / 2000

5/12 Sun.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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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豔國內樂壇　台灣室內樂亮眼新勢力 

無與倫比的絕妙默契　真摯細膩的情感刻劃

恢弘詮釋　再現經典

誠品室內樂節—

《閃耀新勢力—熾熱弦音》
5/25 Sat.
19:30

票價

400 / 600 / 800

曲
目

陳士惠：《讓靈魂回家》
 S h i h - H u i  C h e n :  Returning Souls 

貝多芬：降B大調第六號弦樂四重奏 ，作品18-6
L. v. 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No.6 in B �at major, Op. 18, No. 6 

德弗札克：F大調第十二號弦樂四重奏《美國》，作品 96
A. Dvorak: String Quartet No.12 in F major, Op.96, American

演
出
介
紹

被譽為「台灣新世代最佳室內樂組合」的藝心弦樂四重奏，2018年以新秀之姿，躍上誠品室

內樂節，團員由台北市立交響樂團、長榮交響樂團及Taiwan Connection優秀音樂家組成。

近年積累紮實的舞台經驗，造就穩健台風與精湛的演奏實力。其音樂鮮明極富活力、樂曲

展現高戲劇張力，而團員間無懈可擊的絕妙默契，更驚豔無數樂迷觀衆，獲樂評盛讚為
「令人驚喜的新勢力」，為現今國內樂壇中耀眼的新秀。

本次演出將帶來貝多芬、德弗札克的四重奏經典之作，更特別挑選知名旅美作曲家－陳士

惠所創作的《讓靈魂回家》，此曲為同名台灣紀錄片之配樂，譜寫阿美族神話與年輕人的
尋根路。藝心弦樂四重奏再度挑戰自我，透過細膩演繹與真摯情感表達，將帶給聽眾觸動

心靈深處，最動人的聽覺饗宴，一同窺見作曲家的音樂想像世界。

藝心弦樂四重奏

小提琴／林一忻  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小提琴演奏員

小提琴／胡庭瑄  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助理首席

中提琴／蔡弦修  長榮交響樂團中提琴演奏員

大提琴／張琪翊  Taiwan Connection大提琴演奏員

演
出
者

蜚聲國際　超高人氣的耀眼新銳

澄澈細膩　淬鍊情深

古典樂壇時尚新潮流　花漾型男魅力首襲台

誠品室內樂節—

《琴迷歐巴—
Novus弦樂四重奏》

6/22 Sat.
19:30

票價

500 /800 / 1000 / 1200

演
出
介
紹

來自韓國，以拉丁文「嶄新」為名，Nov us弦樂四重奏是近年在國際樂壇嶄露頭角的新生代

樂團。成立於2007年，師承德國天團Hagen Quartet。創團以來，陸續在國際弦樂四重奏競

賽中嶄獲殊榮：2 0 1 2年慕尼黑A R D國際音樂大賽亞軍、2 0 1 4年薩爾茲堡莫札特音樂大賽

冠軍，同時更獲選為歐洲音樂廳協會ECHO的耀昇之星。其音樂具濃烈豐富的情感、細膩

和諧，受到樂界盛讚，成為當今最耀眼、超高人氣的亞洲音樂之星！

四位獨具韓國巨星帥勁風采的型男，將以其獨有的優雅氣質、精湛的弓弦演奏實力，揮灑

出自然流暢的旋律，征服台灣樂迷的耳朵。一同細品韓式古典交織的獨有魅力樂音，迷醉

遨遊於歐巴的絕美浪漫之境。

曲
目

莫札特：降B大調第十七號弦樂四重奏《狩獵》，作品458
 W. A. Mozart: String Quartet No. 17 in B �at major, K. 458, �e Hunt

孟德爾頌：D大調第三號弦樂四重奏，作品44-1
F. Mendelssohn: String Quartet No. 3 in D major, Op. 44, No. 1

舒伯特：d小調第十四號弦樂四重奏《死與少女》，作品810
F. Schubert: String Quartet No. 14 in d minor, D. 810, Death and the Maiden

演
出
者

諾弗士弦樂四重奏 (Novus String Quartet)

小提琴／金在泳  ( Jaeyoung Kim)

小提琴／金煐煜 (Young-Uk Kim)

中提琴／金圭賢 (Kyuhyun Kim)

大提琴／金範俊 (Bumjun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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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酸甜攪和的浪漫運行》 8/10 Sat.
20:00

票價 800

演出者 甜約翰 Sweet John

第29屆金曲獎「最佳樂團」入圍
男女雙主唱編制　交織獨特迷人的輕快小品

「浪漫系」人氣樂團　以唯美與心碎混合音樂特效藥

 「是一場夢吧，沒有更好的詮釋了。時間終將抹滅一切，怎麼無力也只能掛上耳機，沿著旋律
對自己傾訴。有些故事適合在深夜裡閱讀。」

令人一聽便著迷的新聲音！內斂溫柔的呢喃，吐露生活的酸澀，輕快充滿律動感的旋律，乘載

著沉澱後的美好。甫出輯即備受矚目，引來一眾樂界人士的稱頌與推薦，更獲得 2 0 18年金曲獎

「最佳樂團」入圍肯定。團名取自與情人、伴侶道別的「Dear John Letter」，心碎的哭泣與耳語
之中，摻和著城市日常的浪漫運行。微甜、微酸滋味，攪和出專屬甜約翰迷人而溫暖的風格。

沉潛後於2016年再次出發，甜約翰擅長以輕快的旋律，揉和多種器樂聲響，編織出都會感的

「甜約翰式」小品。一男一女雙主唱編制，輕柔聲線交織，唱著電子、民謠、爵士、迷幻等音
樂曲風。繽紛甜美的樂曲氛圍裡，卻又隱藏著分離哀傷的失落、沮喪寂寞的傷心酸楚，亦正因

此合成了甜約翰的獨特風格──譜寫每個人都曾經歷過的生命美好與遺憾。勇敢與過去道別，

邁開步伐，轉身以不同視角，看見新風景，聽見甜約翰甜而不膩的浪漫新定義。

演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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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約翰

《罪與沉睡之夢》 9/21 Sat .
20:00

票價 800

演出者 龔鈺祺（蘇打綠阿龔）

當沉睡之時  是否就能脫離罪孽與責任

進入自己許願的夢境？

想像與美好的平行宇宙入口就此開啟

請與我們一同踏上尋夢旅程

《寤寐之間》 10/25 Fri.
20:00

票價 800

演出者 9m88

 沒有聽過9m88嗎？別鬧了！

除了是近來年輕人口中討論夯度最高的創作歌手，她更肯定是所有愛樂者必須注意的名字。上
網鍵入「9m88」搜尋，出現連結的幾組關鍵字：復古、時尚、爵士女伶、爆炸頭捲髮、嘻哈圈與
各路音樂人最愛，指定合作魅力女聲……。看到這裡得提醒大家，若只是以這樣的「標籤」拼貼
成她的模樣，可還不足以形容她的獨特，外界給予的稱號，可能還限制了對她的想像。

9m88就是這樣一位時而懷舊、時而新潮，可以爵士、可以R&B、可以即興，更可以創作，渾身
充滿節奏與各種曲風大融合。嗓音慵懶、空靈，有型又隨興自在的強烈個人風格，不管任何音
樂類型和時尚元素交給她，就能來場酷炫超展開。無厘頭搞怪，時髦又帶慵懶，極富魅力又令
人驚豔的歌聲，舉手投足間彷彿自備聚光燈，令人無法忽視她的存在。

在與饒舌歌手Leo王合唱《陪你過假日》打開知名度後，陸續與青峰、LEO37 + S OSS、異鄉人、
ØZI等合作。只要有9m88的聲音加入，總是為歌曲加大力度，呈現獨特的聽覺化學變化。甫交
出個人首張專輯與大家見面，更將首次踏上表演廳舞台，持續以騷動的奔放靈魂，從骨子裡唱
起強勁節奏的摩登感，搭上輕快搖擺的迷人聲線，照見9m88音樂的混種魅力。迫不及待就想聽
見9m88啦！

演出介紹

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蘇打綠樂團」鍵盤及中提琴手是他最為人熟知的身分。或許
大家不知道，阿龔還有無數的任務與角色擔當：樂團和專輯裡，所有管弦樂的編寫，挑戰不同

的樂器類型和配置等。2015年與團員遠赴德國，在以古典樂為主題的《冬   未了》專輯，完成7首

連貫的交響樂曲創作；《故事未了》演唱會，獨力完成高達 60人編制的管弦樂團樂曲譜寫。受邀

於國家音樂廳發表創作《佐道幻想組曲》，並親自登台演奏；參與電影配樂、德國跨界音樂節，
甚至，將一直以來對瑪丹娜獨特音樂性及舞台魅力的喜愛，化作舞台上舞動的能量，蹦蹦跳

跳、邊跳舞邊拉琴的模樣，想必與許多觀眾對阿龔的認識很不一樣。

2018年，阿龔更舉辦《預期未來》個人創作音樂會，大膽跳脫古典樂制式藩籬，發表全新創作曲
之外，現場亦加入合成器電子節拍，融合影像及燈光效果，使古典樂曲和蘇打綠樂團的經典作

品以嶄新面貌亮相。

再一次，以音樂會構築一場逃跑計劃，躲入夢境裡遊走，開啟找尋自我的時分。沉睡、囈語、

混沌的夢迴瞬間，眼前將上演哪一種夢幻情節？跟著阿龔置身音樂裡，盡情聆聽、想像。

演出介紹

嘻哈圈與各路音樂人指定合作

渾身節奏的魅力女聲崛起

復古又時髦　嘻哈搭爵士

夢與現實並存的境遇  絕對必追的音樂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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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親子音樂劇場—

《叮叮的奇幻冒險：
消失的童玩王國》

宮崎駿動畫音樂╳愛麗絲夢遊仙境改編╳台灣童玩舞台版

打開想像與奇幻大門　顛覆聽覺與視覺感受 

一起進入超體感4D互動奇幻樂園

演
出
介
紹

「叮叮」是個調皮愛玩的小男孩，他喜歡收藏各式各樣的玩具，常常一個人在房間裡用玩具

演起故事來。某天學校裡，他在打瞌睡的半夢半醒間發現自己竟掉進了神祕的童玩王國。途

中遇見跳棋兵「ㄉㄨㄞㄉㄨㄞ」、鐵盒機器人、竹蜻蜓、尪仔標戰士跟皇后的各種阻饒⋯⋯

究竟叮叮能不能通過種種難關及考驗，順利找到回家的路呢？

本演出為2016年誠品表演廳與O劇團攜手製作，以台灣傳統童玩為發想，改編自經典兒童故
事「愛麗絲夢遊仙境」。首演深受觀眾喜愛，創下開賣一個月內秒殺完售紀錄。2019年盛大重
演，搭配宮崎駿動畫音樂，結合華麗佈景與超酷炫多媒體特效，讓我們跟隨美妙動人的樂
聲，進入充滿魔幻與趣味的夢境旅程！

3/23 Sat.
10:30 & 14:30 & 19:30

票價

500 / 800 / 1000

3/24 Sun.
10:30 & 14:30

《龍貓》、《天空之城》、《魔法公主》、

《神隱少女》、《崖上的波妞》等宮崎駿經

典動畫音樂改編和原創音樂

曲
目

演
出
者

O劇團 (台北兒童藝術節首獎團隊)

編導｜陳威宇

音樂設計｜邱玠韋

演員│林小潞、林東緒、賴玟君、王意萱

★ 2016爆紅之作‧2019華麗重現 ★

本節目適合3歲以上，
親子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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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造藝  舞動藝術  創藝戲劇

共創每一場無可取代的藝術饗宴

場地租借洽詢

TEL│02-6636-5888 #8826、8828、8806
E-mail│performancehall@eslite.com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B2

週一至週四–場租優惠 5折起

2019 場地優惠 
藝文專案

特別企劃
eslite

特別企劃

《浪漫美聲 聖誕樂宴》

當法國香頌遇上台灣民謠

別開生面的藝術家組合

台法名曲濃烈情懷的邂逅與重逢

聖誕獻禮原味蔓延

演
出
介
紹

來自法國的經典美聲，囊括歐洲多項聲樂大獎，香頌界天后－羅安娜（Anne  Rodier）繼2015

年二度來訪於表演廳開唱，睽違三年，即將重返台灣三度登場。Anne Rodier準備以獨具風

格的溫暖聲線，再次開啟大眾對香頌無盡的想像，與觀眾一同迎接聖誕佳節。

再次攜手台灣知名鋼琴家盧佳慧，更加入雙金重量級陣容－音樂才女李欣芸、旅德多年，新

加坡國際聲樂大賽首獎－聲樂家王典，以及多位優秀音樂家，以不同的音樂、文化背景，融

合多樣風格編曲，從經典歌曲交會出獨特之清新風采與神祕驚喜。

以詩入歌的法式香頌，遇上歌頌自然美景與土地情感的台灣歌謠，渾然天成的美聲與音符，

搭配演後Part y，以紅酒與台法音樂集錦的交流，是一場邂逅，亦是重逢，既熟悉又鮮明的

微妙感受，讓我們隨著旋律，一同微醺搖擺！

12/20 Fri.
19:30 

票價

1000 / 1200 / 1500

12/21 Sat.
14:30 & 19:30

演
出
者

演出策劃／陳郁秀

演唱／羅安娜  (Anne Rodier)、王典

編曲／李欣芸 

鋼琴／盧佳慧、劉惠芝

《玫瑰人生》、《香榭大道》、《秋葉》、 佛瑞：

《月光》、 德布西：《星夜》、 蕭泰然：《福爾摩

沙的天使》、《望春風》等法國香頌／藝術歌曲及

台灣新創作藝術歌曲、民謠

曲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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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場蘊含能量的藝文饗宴，

聽一曲觸動心靈的唯美旋律。

跟隨表演於日常中探訪驚喜，

以藝術的純粹寓意，

凝聚每一刻靈光閃現的真實當下。

    

【誠品室內樂節】專屬套票

重
奏
套
票

【極致‧交響】

一次購買 4  檔以上節目各乙張 

超值 65折優惠

【享樂‧三重奏】

一次購買 3  檔節目（其中至少含1 檔國內節目） 

特享 7折優惠

【品樂‧二重奏】

任選 1 檔國內及 1 檔國外節目各乙張 

享 75折優惠

雙
人
套
票

【品樂‧圓舞曲】

即日起購買國內節目單場次兩張

享 8折優惠
4 / 1 (一) 起，購買國外節目單場次兩張
享 8折優惠
✽凡購買套票，即可於演出現場兌換精選好禮

購票資訊

售票處│兩廳院售票系統   www.artsticket.com.tw
TEL│ 02-3393-9888

◎以上優惠，不含最低票價  ◎套票贈品及兌換方式，請詳見官網

◎主辦單位保留演出異動權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B2

誠品人 更多訊息請上
迷誠品

meet.eslite.com

技術組

資深副理｜趙天慰

主任｜黃成

專員｜杜賢雅、楊惟中

財會行政

資深專員｜嚴笙文 發行│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02

誠品展演事業群　表演廳

藝術顧問｜陳郁秀

協理｜朱芳旻

副理｜許匯真

節目組

主任｜黃書哲

資深專員｜任立譽

專員｜高正芳、江孟樺

場服組

資深專員｜林玫茵

專員｜彭上容、古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