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冬季亞洲巡演 

艾倫‧吉伯特與紐約愛樂交響樂團 

2014 2/6-19 
 

重返日本東京及韓國首爾！ 

演出場次包含大阪、名古屋、橫濱，以及艾倫．吉伯特首度攜手紐約愛樂於台北演出！ 

 

精彩內容 

˙ 東京場演出布列頓《青少年管弦樂入門》，由艾倫．吉伯特進行日文解說 

˙ 瑪莉和詹姆士．瓦勒奇基金會駐團音樂家奕非．布朗夫曼演奏馬格納斯．林伯格第

二號鋼琴協奏曲，紐約愛樂委託作曲 

˙ 演奏瑪麗．荷茜．克拉維斯慈善事業駐團作曲家克里斯多夫．盧瑟名作《喜悅》 

˙ 小提琴家莉莎．巴蒂雅許維莉擔任蕭士塔高維奇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獨奏、另有小

曽根真、金多乺獨奏演出 

˙ 於首爾東京呈獻新銳作曲家作品 

※ 瑞士信貸集團為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國際贊助 

 

紐約─音樂總監艾倫．吉伯特將率紐約愛樂展開2014冬季亞洲巡演演出，時間為2月6-

19日。這次的國際演出為期兩週，是艾倫．吉伯特率領的第七次巡演，將在三個國家推

出十場音樂會，演出場次包含韓國首爾、日本名古屋、大阪、東京、橫濱、以及台灣台北

。客席獨奏家邀請到瑪莉和詹姆士．瓦勒奇基金會的駐會鋼琴家奕非．布朗夫曼，以及

小提琴家莉莎．巴蒂雅許薇莉，兩位將參與東京和台北場次演出。首爾、大阪、東京及

橫濱的客席獨奏家，則邀請到鋼琴家金多乺(김다솔)共同演出。此次巡迴重點曲目包含瑪

麗．荷茜．克拉維斯慈善事業駐團作曲家──克里斯多夫．盧瑟的《喜悅》，將演出五場

；以及馬格納斯．林伯格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的首演，將由樂團和布朗夫曼先生共同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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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冬季亞洲巡演將是艾倫．吉伯特率領的第二次亞洲演出，和2009年秋天以音樂總監身分

初次帶領樂團造訪，已相隔近五年。本次巡迴也將是瑞士信貸集團贊助的第十一次巡演，

同時是亞洲第三次巡迴演出。除樂團國際贊助瑞士信貸集團外，樂團本次2 

月12日於東京三得利音樂廳的演出也將由三井物產贊助演出。2014年冬季亞洲巡演詳細演出

內容請見新聞稿末頁。 

 

「在和紐約愛樂的第一季合作中，2009年我們到日本、韓國演出，這趟亞洲行讓我留下了

最精采又滿足的回憶。」紐約愛樂音樂總監艾倫．吉伯特說。「對於回到亞洲演出，並

且首次和樂團一起造訪台北，我真是開心又充滿期待。這趟巡演更因為許多難得的音樂夥

伴加入，變得更精彩豐富──像是樂團的駐團作曲家克里斯多夫．盧瑟、駐會音樂家奕非

．布朗夫曼，以及駐團作曲家馬格納斯．林伯格，還有莉莎．巴蒂雅許薇莉，她是一位

傑出、渾然天成的音樂家，我非常享受和她合作。相信我們將會為南韓、日本、台灣的優

秀觀眾，完整忠實呈現當今紐約愛樂的音樂風貌。」 

 

「紐約愛樂2014年冬季亞洲巡演展現了一個樂團能提供的珍貴價值。」紐約愛樂常務董事馬

修．范畢先說。「艾倫．吉伯特與樂團將呈現非常精采多元的鉅作──從伯恩斯坦、蕭士

塔高維奇、柴可夫斯基，到克里斯多夫．盧瑟、馬格納斯．林伯格的當代曲目，甚至是

帶有爵士色彩的蓋希文作品。除了這些豐富的曲目之外，我們將展示一系列的巡演教育計

畫成果，像是首爾及東京「青少年作曲家」，以及紐約學童以福島學童創作音樂為靈感寫

下的曲子。」 

 

「由於李奧納多．伯恩斯坦1961年曾於日本擔任樂團指揮，亞洲是樂團巡演重要的一站。

」紐約愛樂董事蓋瑞．帕爾說。「過去半世紀來，樂團和亞洲的連結越來越深厚。樂團

音樂家們獻上了前所未有的優秀演出，這都要感謝艾倫．吉伯特帶領之下創造出奇妙的

化學變化，讓人十分享受與他合作。我們同樣要感謝瑞士信貸集團，也就是我們2007年以

來的樂團國際贊助，以及三井產業這次提供樂團在日本演出的協助；由於他們的大力贊助

，樂團這次才能和亞洲的觀眾分享屬於紐約愛樂的聲音。」 

 

「七年來，瑞士信貸集團很榮幸能以樂團國際贊助身分，支持紐約愛樂交響樂團以及本次

2014冬季亞洲巡演。」瑞士信貸集團人才品牌傳播部門首席兼執行董事潘蜜拉．托馬斯．格

雷姆說。「2009年亞洲巡迴中我們獲得了熱烈迴響，今年很開心能夠再度造訪這個對瑞士

信貸來說十分重要的地區。我們期待能提供更多這樣的服務給客戶和員工，體驗紐約愛樂

音樂家和指揮艾倫‧吉伯特創造的美好音樂。」 

 

2014亞洲冬季巡演2月6-

7日於韓國首爾藝術殿堂揭開序幕，將是紐約愛樂第十一次造訪韓國，也是繼2009年亞洲

巡演音樂總監艾倫．吉伯特首度率團演出以來，再次造訪演出。韓國演出結束後，樂團

將第十五度前往日本，將在2 月9日於名古屋愛知藝術劇場、2 月 10 

日於大阪交響樂音樂廳，2 月11-

13日三場音樂會於東京三得利音樂廳、以及2月15日於橫濱港未來音樂廳，帶來六場音樂會

。東京的三場音樂會，將是吉伯特先生自2009年亞洲巡演以來，首度率團再訪。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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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亞洲冬季巡演壓軸場次為台灣台北，將是音樂總監艾倫‧吉伯特首度率團演出，也

是樂團第七度登台，將於2月18-19日在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 

 

巡演曲目 

2014年亞洲冬季巡演將呈獻許多美國作曲家作品、樂團現任及前任駐團音樂家曲目、慶祝

布列頓百年鉅作、以及大師經典選粹。 

 

2014年亞洲冬季巡演首場於首爾演出將帶來貝多芬第三號鋼琴協奏曲，邀請鋼琴家金多乺

擔綱獨奏、以及歌劇《費德里奧》序曲──本曲將同樣在東京場演出，並搭配演出貝多芬

第一號交響曲。開幕之夜壓軸曲目為柴可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本曲也將於名古屋、大阪

、東京、橫濱及台北演出。 

 

在東京和台北場，樂團邀請到小提琴家莉莎．巴蒂雅許薇莉共同演出蕭士塔高維奇的第

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以及瑪莉和詹姆士．瓦勒奇基金會駐會音樂家奕非．布朗夫曼，擔

任馬格納斯．林伯格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獨奏演出；本曲由紐約愛樂委託作曲，於2012

年5月在林肯中心艾弗里費雪廳和布朗夫曼先生攜手首演，並成為該年加州巡演曲目之一

。巴蒂雅許薇莉小姐和布朗夫曼先生將於2014年1月和樂團在紐約共同演出這兩首曲目。 

 

2014亞洲冬季巡演將呈獻許多美國作曲家作品，包括瑪麗．荷茜．克拉維斯慈善事業駐

團作曲家克里斯多夫．盧瑟的《喜悅》，將在首爾、名古屋、東京、橫濱及台北演出，

此曲也將於2014年1月於紐約演出；蓋希文的《一個美國人在巴黎》，將在首爾、東京及

台北演出；紐約愛樂桂冠指揮倫納德．伯恩斯坦的《西城故事》交響舞作，將在首爾、

名古屋、東京及台北演出；以及蓋希文的《藍色狂想曲》，由鋼琴家小曽根真擔任獨奏，

將於首爾、大阪、東京及橫濱演出。 

 

紐約愛樂將在東京三得利音樂廳舉辦一場適合親子的音樂會特別場，開場帶來班傑明．

布列頓的《青少年管弦樂入門》，由助理指揮約書亞．魏勒斯坦指揮，鈴木学主持、音

樂總監艾倫．吉伯特先生擔任日文解說──吉伯特先生的母親建部洋子來自日本，曾是紐

約愛樂小提琴家。鈴木先生是東京大都會交響樂團的小提琴首席，2009年樂團亞洲巡迴

時，曾主持於三得利音樂廳舉辦的「青少年音樂會」。《青少年管弦樂入門》完成於194

6年，原先是為教育紀錄片「樂團樂器大全」所作。 

 

布列頓系列曲目則延續2013年的百年慶祝活動，紀念這位偉大英國作曲家。今年11月，

紐約愛樂在紐約推出布列頓百年紀念音樂季，演出布列頓的《春之交響曲》、以及《為男

高音、法國號和弦樂而作的小夜曲》。 

 

(more) 

 

 

http://ja.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BA%E9%83%A8%E6%B4%8B%E5%AD%90&action=edit&redlink=1


 

 

ASIA / WINTER 2014 / 4 

 

2014亞洲冬季巡演教育活動 

紐約愛樂將於2014冬季亞洲巡演展示東京、首爾「青少年作曲家」計畫的學生創作成果

。這個計畫讓學生不論是否具有音樂學習背景，都可嘗試學習創造、譜曲、甚至是聽見自

己的作品由紐約愛樂音樂家們演出。「青少年作曲家」計畫發源於紐約市，至今已於許多

其他城市推行，並常常結合紐約愛樂巡迴共同演出。 

 

舉例來說，南韓坤達拉「青少年作曲家」計畫學員作品，即將由紐約愛樂成員所組之合奏

團於首爾一場免費音樂會中演出，音樂會細節待另行公布。南韓坤達拉「青少年作曲家」

計畫學員年齡約為10-

12歲，皆為南韓各地坤達拉週六文化學校學生。該計畫是由紐約愛樂和韓國藝術文化教

育局(KACES)合作推出，KACES為一目標推展藝術教育的政府部門。紐約愛樂教育藝術家

從10月開始，透過當面教學和網路訓練課程，培訓出KACES的教育藝術人員。「青少年

作曲家─南韓坤達拉」計畫的學童就在KACES教學藝術人員的引導之下，學習並嘗試如何

作曲。 

 

樂團將於東京三得利音樂廳舉辦的2 

月11日親子音樂會，由索尼音樂基金會贊助。親子音樂會也將演出三位來自紐約「青少

年作曲家」計畫學童的作品，這些學童年齡都只有11-

13歲。他們的作品均以四位年齡介於10-

14歲之間的福島「青少年作曲家」學童作品為創作靈感。這四位學童在福島大學教授嶋

津武仁的指導下學習音樂創作。因為此計畫紐約學童和福島學童得以透過音樂和文化交流

，激盪出彼此的音樂創作。 

 

音樂家 

音樂總監艾倫‧吉伯特自2009年9月開始接掌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是歷屆中第一位紐約本

地人。他和樂團共同推動多項改變，例如瑪麗．荷茜．克拉維斯慈善事業駐團作曲家、

瑪莉和詹姆士．瓦勒奇基金會駐團作曲家等職位，新音樂系列節目CONTACT!，以及201

4年春天將推出跨界藝術演出活動NY PHIL 

BIENNIAL。紐約時報對此盛讚：「他持續創造著富有影響力的文化資產，並且為美國交

響樂團開創了新格局。」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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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開創NY PHIL BIENNIAL，在2013-

14樂季艾倫‧吉伯特指揮莫札特最後三首交響曲、馬克‧安東尼．特內奇的《Frieze》和貝

多芬第九交響曲組曲的美國首演、四首世界首演曲目、一組紀念布列頓百年誕辰的全英國

曲目、2001太空漫遊的電影配樂、以及史蒂芬．桑坦的《瘋狂理髮師：倫敦首席惡魔剃

刀手》，布萊恩‧特菲爾和艾瑪．湯普森領銜主演的舞台製作。他也持續推動「尼爾森計

畫」，一項為了紀念丹麥作曲家卡爾．尼爾森的交響樂和協奏曲，持續多年的表演和錄

音計畫。「尼爾森計畫」首張推出的專輯被紐約時報評為2012年最佳古典音樂專輯之一

。上個樂季的重要演出包含巴哈b小調彌撒曲、艾伍士的第四號交響曲、2013年歐洲春季

巡演、以及季末壓軸的《舞者之夢》──跨界顛覆《仙女之吻》及《彼得洛希卡》的全新

製作，由Giants Are Small團隊創作，紐約市芭蕾舞團首席女伶莎拉．曼斯主演。 

 

吉伯特先生為指揮及管樂研究指導，並獲聘擔任茱莉亞音樂學院舒曼音樂研究教席。吉伯

特同時並擔任皇家斯德哥爾摩愛樂管弦樂團桂冠指揮及北德漢堡國家廣播交響樂團首席客

座指揮，並時常於全球各地頂尖交響樂團擔任客席演出。2008年吉伯特於紐約市大都會

歌劇院指揮約翰．亞當斯作品《原子博士》的首度演出，備受好評，當晚演出所推出的D

VD更獲頒葛萊美獎榮譽；而由吉伯特指揮的美聲天后弗萊明Decca新專輯《詩曲》，也

獲得2013葛萊美獎的殊榮。除此之外，吉伯特的作品皆獲得《芝加哥論壇報》及《留聲

機》雜誌的眾多獎項；2010年5月，吉伯特榮獲寇帝斯音樂學院頒發音樂榮譽學位，而2

011年12月則獲哥倫比亞大學頒發迪特森指揮獎，以表揚他「對於美國作曲家作品及現代

音樂極為傑出且不遺餘力的詮釋。」 

 

約書亞．魏勒斯坦在獲得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指揮及小提琴碩士學位後不久，便於2011年5

月受邀擔任紐約愛樂助理指揮之一。魏勒斯坦並曾於2009年獲得哥本哈根馬爾科青年指

揮大賽首獎，其他殊榮包括與斯堪地納維亞眾知名樂團的合作演出，首場為2009年6月與

古騰堡交響樂團的共同演出，同時也是魏勒斯坦指揮職涯的首度演出。之後魏勒斯坦便受

邀與眾多樂團合作，包括皇家斯德哥爾摩愛樂管弦樂團、丹麥國家交響樂團、瑞典諾科平

交響樂團、馬爾默交響樂團及洛杉磯愛樂等等。魏勒斯曾以小提琴獨奏家與波士頓新音樂

協會合作，並曾以客席身分與A Far Cry室內樂團合作演出。2011-

12樂季，魏勒斯坦首度與眾多樂團合作演出，包括多倫多交響樂團、法蘭克福廣播交響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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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挪威奧斯陸愛樂、德意志廣播愛樂、芬蘭廣播交響樂團、英格蘭北方交響樂團及瑞

典室內樂團等等。而2012-

13樂季的亮點則包括魏勒斯坦與眾多樂團的再度合作演出，如洛杉磯愛樂、多倫多交響

樂團、皇家斯德哥爾摩愛樂管弦樂團等等，以及與BBC交響樂團、溫尼伯交響樂團、溫哥

華交響樂團、BBC蘇格蘭交響樂團及佛羅里達交響樂團等樂團的演出。魏勒斯坦曾於亞斯

本音樂節中向大衛．辛曼學習，並獲得Robert J. 

Harth指揮獎以及亞斯本指揮獎；2011年5月，魏勒斯坦獲得雙音樂學位，分別於管弦樂

指揮領域師事休．沃爾夫，並跟隨露西．查普曼學習小提琴。2007年，魏勒斯坦獲邀擔

任委內瑞拉波里瓦青年管弦樂團小提琴獨奏家，並於首次合作後不久，再次受邀以第一小

提琴演奏家身分加入樂團與音樂總監杜達美的2007年美國巡迴演出，成為樂團首位非委

內瑞拉裔成員；2010年1月，魏勒斯坦首度以客席指揮身份與波里瓦青年管弦樂團合作演

出。目前定居紐約的魏勒斯坦，並為Discovery合奏團的現任首席，此樂團由眾多青年音

樂家組成，為透過學校音樂互動工作坊及社區演出向兒童推廣音樂的波士頓室內樂團。 

 

奕非．布朗夫曼身為2013-

14紐約愛樂瑪莉與詹姆斯．華勒基金會客座音樂家，曾詮釋的協奏曲目範圍極為廣泛，

舉凡柴可夫斯基經典到林柏格的現代作品都曾演出；而布朗夫曼同時也曾參與薩隆尼、達

爾巴維、尼庫格、舒伯特及巴爾托克等作曲家作品的室內樂演出，並將參與樂團明年冬季

的亞洲巡迴，演出林柏格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以及於季末壓軸的《貝多芬鋼琴協奏曲：愛

樂音樂節》中擔綱。其他布朗夫曼的樂季亮點包括與祖克曼造訪渥太華、芝加哥、洛杉磯

、聖地牙哥、柏克萊及溫哥華的巡迴演出；與指揮梅塔於柏林愛樂巴登－巴登春季特別演

出中合作貝多芬作品，以及再度回歸洛杉磯、舊金山、費城、波士頓、巴黎、慕尼黑、柏

林及阿姆斯特丹等地樂團的合作演出。布朗夫曼也將參與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管弦

樂團的全球百年紀念活動，與樂團於澳洲巡迴演出。布朗夫曼與指揮薩隆年合作演出，由

DG唱片公司推出的薩隆年的鋼琴協奏曲作品錄音(此曲2007年由紐約愛樂及布朗夫曼共

同委託首演)曾於2009年榮獲葛萊美獎提名；他與薩隆年及洛杉磯愛樂一同合作的三首巴

爾托克鋼琴協奏曲錄音，也曾於1997年獲得葛萊美獎的殊榮。布朗夫曼與指揮尼爾森斯

及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於2011年琉森音樂節的合作演出，已發行為DVD；而他最近期發

行的錄音專輯為紐約愛樂委託，Da 

Capo唱片公司發行的林柏格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由吉伯特指揮紐約愛樂演出。布朗夫曼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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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出生於蘇聯塔什干，並於1973年與家人移民至以色列，師事特拉維夫大學魯賓音

樂學院之首指揮瓦迪。稍後吉伯特則前往美國深造，於茱莉亞音樂學院及寇蒂斯音樂學院

學習，並參與馬爾波羅音樂節演出，曾師事魯道夫．費庫斯尼、里昂．佛萊雪及魯道夫．

塞爾金；他並於1989年7月成為美國公民。 

 

小提琴家莉莎．巴蒂雅許薇莉除了於本次紐約愛樂亞洲巡演擔任小提琴獨奏外，也將於2

013-

14樂季參與鹿特丹愛樂管弦樂團歐洲巡演（亞尼克．聶澤．賽金指揮），並與費城管弦

樂團（亞尼克．聶澤．賽金指揮）、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大衛．辛曼指揮）、皇家大

會堂管弦樂團（馬利斯．楊頌斯指揮）、倫敦愛樂管弦樂團（弗拉基米爾．尤洛夫斯基）

及愛樂管弦樂團（艾沙．佩卡．薩隆尼指揮）同台演出。巴蒂雅許薇莉將持續與鋼琴家保

羅．路易斯合作一連串獨奏會，將於巴黎、布魯塞爾、漢堡等地演出，也將與雙簧管家方

思華．萊勒克斯展開創新巴哈計劃。2012-

13樂季，莉莎．巴蒂雅許薇莉擔任德勒斯登交響樂團駐團獨奏家，與首席指揮克里斯提

安．提勒曼共同舉辦多場音樂會（包含北美巡演）。她同時擔任科隆西德廣播交響樂團駐

團音樂家，並與柏林交響樂團及指揮丹尼爾．巴倫波英於該團年度戶外音樂會同台演出，

該演出吸引三萬八千名觀眾共襄盛舉。莉莎．巴蒂雅許薇莉現為德意志留聲機獨家錄音音

樂家。 

 

巴蒂雅許薇莉最近期的專輯於2013年1月推出，收錄與德勒斯登交響樂團及指揮提勒曼合

作演出的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2011年，她的首張專輯《時光的回聲》榮獲德國回聲

古典大獎，收錄與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及指揮薩隆年共同演出的蕭士塔高維奇a小調第

一號小提琴協奏曲。曾師事安娜．楚馬晨科及馬克．盧布斯基的巴蒂雅許薇莉，年僅16

歲就以西貝流士大賽有史以來最年輕參賽者之姿，獲得國際樂壇讚譽；此外她也曾獲得B

eethoven Ring大獎、MIDEM古典獎、Choc de 

L'année大獎及石荷州音樂節頒發的伯恩斯坦大獎。巴蒂雅許薇莉於2005年首次與紐約愛

樂合作，與指揮馬捷爾共同演出蕭頌《詩曲》，而最近期與樂團的合作演出，則是2013

年6月由吉伯特指揮的普羅高菲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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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家小曽根真小時候曾自學管樂，六歲時在電視上初次亮相，之後就開始於大阪「每日

放送」電台定期演出。十二歲參加奧斯卡．彼德森音樂會演出後，小曽根真開始將目光轉

移到爵士鋼琴。1980年遷居美國波士頓就讀柏克萊音樂學院，1983年以全班第一名成績

畢業。畢業同年他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辦了個人音樂會，讓他成為首位以獨家經紀約簽入C

BS的日籍音樂家，且加入了鐵琴家蓋瑞．柏頓的四重奏組合。他也和許多爵士音樂家合

作，如奇柯瑞亞和布藍佛．馬沙利斯，更在2004年共組「無名駿馬」爵士樂隊。近年來

，他也投入古典音樂表演，和查爾斯．杜特華、湯瑪斯．齊赫梅爾、約瑟夫．史溫生、亞

歷山卓．拉賓諾維奇、范．畢克、方斯華-

薩比耶．洛斯、尾高忠明、大植英次、井上道義等眾指揮家合作。小曽根真曾演出曲目包

括蓋希文、伯恩斯坦、莫札特、貝多芬、拉赫曼尼諾夫、蕭士塔高維奇等作品，並曾和北

德廣播交響樂團、巴黎室內管弦樂團、歐凡爾樂團、瓦索維亞交響樂團、NHK交響樂團

、新日本愛樂交響樂團等合作。他曾演出並指揮自己的鋼琴協奏曲Mogami，是由劇作家

井上廈委託作曲，曾於2006華沙蕭邦與歐洲國際音樂節、2008什列斯威-

霍爾斯坦音樂節由北德廣播交響樂團演出，並收錄在「蕭邦浪漫鋼琴曲」專輯。2012年

他和克里斯汀．麥克布萊及傑夫坦瓦茲以三重奏於日本巡迴演出。2013年和蓋瑞‧柏頓舉

辦慶祝出道30年巡迴演出。小曽根真和華納合作發行了葛萊美提名專輯《名家》（2002

）、《日本頑張！ 

(爵士群星脤災特輯)》（2011）以及和蓋瑞．柏頓合作的雙專輯《時間線》（2013）。

他也主持流行爵士音樂廣播節目、為戲劇和電視劇配樂、以及任教於東京國立音樂大學。

本次巡演將是小曽根真紐約愛樂首度合作演出。 

 

鋼琴家金多乺先生將於2014冬季亞洲巡演首度和紐約愛樂合作演出。身為伊莉莎白女王鋼琴大賽、安達鋼琴大賽
、德國慕尼黑ARD 國際音樂大賽等多項國際比賽得主，這位年輕的鋼琴家已和許多交響樂團合作，包含柏林室內
樂團、中德廣播交響樂團、蘇黎士音樂廳管弦樂團、柏林廣播交響樂團、慕尼黑室內樂團、西南德意志交響樂團、
以及韓國許多室內樂及交響樂團。2011年夏天，金多乺在拉羅克‧  

翁迪宏國際鋼琴音樂節獨奏會演出，也在康斯坦斯湖畔的國際青年大師音樂節亮相。2013年他以韓亞錦湖藝術館
駐館音樂家身份，在六場音樂會中演奏廣泛而豐富的曲目。金多乺2013-

14樂季重頭戲還包括法國蕭邦協會獨奏會、柏林音樂廳演出、以及參與柏林交響樂團及麥可．桑德林的歐洲巡演
。金多乺1989年於南韓釜山出生，11歲時自己嘗試跟著巴爾托克「小孩之舞」旋律彈奏，從此開啟他的鋼琴生涯

。他畢業於釜山藝術中學，隨後移居德國師事傑洛．福特和卡爾．海因茲．凱莫。金多乺現居於德國漢諾威，師

事漢諾威音樂院阿裡．瓦迪教授。 

 

 

(more) 

 

http://www.kkbox.com/tw/tc/artist/VE6Zml5cnMCHRpoG0F0q808I-index-1.html
http://sunrise-records.com.tw/index.php?route=product/category&path=61_81_3158
http://sunrise-records.com.tw/index.php?route=product/category&path=61_81_3158
http://sunrise-records.com.tw/index.php?route=product/category&path=109_811
http://sunrise-records.com.tw/index.php?route=product/category&path=109_811
http://sunrise-records.com.tw/index.php?route=product/category&path=61_81_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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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紐約愛樂交響樂團 

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成立於1842年，是美國及全世界歷史最悠久樂團之一。2010年五月五日，紐約愛樂演出場次
達15000場，完成了世界上無人可及的交響樂團里程碑。長期以來，紐約愛樂在美國音樂發展歷程中扮演領導者
角色，創造當代頂尖之聲，知名度廣遍全球。紐約愛樂至今已於63個國家、432個城市演出，包含2009年越南首
演，以及2008年二月於北韓平壤的歷史性演出，讓紐約愛樂獲頒2008年求同獎文化外交獎殊榮。 

 

紐約愛樂音樂會每週於演廣播聯播網節目「紐約愛樂週記」播出，紐約愛樂官網連線播出。自1976年首演起，「
林肯音樂廳現場」音樂會每年由美國公共電視轉播，至今已有500場音樂會播出。紐約愛樂也是第一個提供音樂會
數位下載的交響樂團，在2009-

10年首度於iTunes上架；樂團自行錄製的專輯「紐約愛樂和艾倫．吉伯特」2013-

14樂季也將持續推出。多年來，紐約愛樂藉由「青年音樂會」的長期推動，發展出廣泛多元的教育計畫，像是為
針對學齡前兒童設計的「青年作曲家音樂會」，讓學生透過創作，學習自我表達；搭配三到十二年級課程推出的「
學校日音樂會」；豐富紐約市校園音樂教學的「樂團學校合作計畫」；促進國際教育人員交流的「認識序曲」；以
及在家中、教室裡皆可使用的線上音樂資源。艾倫．吉伯特自2009年接任樂團音樂總監，自馬勒、托斯卡尼尼等
音樂巨擘手中承接了20世紀的音樂志業。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獨家國際贊助為瑞士信貸集團。 

 

瑞士信貸 

瑞士信貸銀行為世界領導金融服務企業，為瑞士信貸集團旗下公司（以下簡稱「瑞士信貸」）。瑞士信貸為整合型
銀行，提供私人銀行、投資理財、及資產管理之專業服務。瑞士信貸為全球企業、機構、高端個人客戶及瑞士零售
客戶提供專人諮詢、量身訂作方案及創新產品等服務。瑞士信貸總部設於蘇黎士並於全球超過五十個國家設點。集
團規模約四萬六千三百人。瑞士信貸銀行之母公司瑞士信貸集團股份(CSGN)登記於瑞士，並以美國存托股票型

式於紐約發行。欲了解更多瑞士信貸相關資訊，請至www.credit-suisse.com 

 

瑞士信貸贊助 

瑞士信貸採取長期合作方式以與合作夥伴建立持久深厚的關係。古典音樂為瑞士信貸贊助全球藝文活動一大重點。
瑞士信貸視教育為藝文投入重心，並支持合作夥伴為年輕英才舉辦之教育活動，以確保未來的文化多元性。瑞士信
貸銀行於全球贊助團體包含：倫敦國家美術館、波修瓦劇院、雪梨交響樂團、琉森音樂節等。 

 

三井物產贊助 

三井物產(總公司位於東京、執行長為飯島彰己先生)是全球最多元全面的貿易、投資、服

務公司之一。截至2013年10月，三井物產在全球67個國家/地區已設有147處辦公室。三

井物產善用全球據點網絡、資訊資源，從產品銷收、全球物流、理財、透過大型國際基礎

建設和產業計畫如鋼鐵生產、礦物金屬資源、運輸系統整合、化學、能源、糧食資源、食

物產品及服務、顧客服務、創新合作發展事業等，致力追求多面向經營。面對創新不斷的

國際貿易，三井物產積極面對所有挑戰。更多資訊請洽http://www.mitsui.com。 

 

* * * 

瑞士信貸集團為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樂團國際贊助。 

 

* * * 

三井物產為2 / 12東京三得利音樂廳音樂會贊助企業。 

 

(more) 

 

http://www.mits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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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克里斯多夫．盧瑟為瑪麗．荷茜．克拉維斯慈善事業駐團作曲家。 

 

* * * 

奕非．布朗夫曼為瑪莉和詹姆士．瓦勒奇基金會駐團音樂家。 

 

* * * 

獨奏家演出接洽單位為海威‧ 范‧ 亞美林堅客席藝術家創設基金會 

* * * 

Classical 105.9 FM WQXR為紐約愛樂交響樂團音樂會電台頻道。 

 

* * * 

巡演節目由紐約市文化局、紐約市議會、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以及由州長安德魯．庫默先生及紐約州議會支持

的紐約州藝術基金協會所贊助。 

 

 

 

 

 

 

 

 

 

 

 

(more)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29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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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冬季亞洲巡演 

艾倫‧ 吉伯特與紐約愛樂交響樂團 

音樂會時程 
      樂團保留節目更動權 

日期 地點 曲目 

2/6 (四) 

8:00 p.m. 
藝術殿堂 

南韓首爾 

指揮：艾倫‧ 吉伯特 

鋼琴：金多乺 

貝多芬：歌劇《費德里奧》〈序曲〉 

貝多芬：第三號鋼琴協奏曲  

柴可夫斯基: 第五號交響曲 

2/7 (五) 

8:00 p.m. 
藝術殿堂 

南韓首爾 

指揮：艾倫‧ 吉伯特 

鋼琴：小曽根真 

克里斯多夫‧ 盧瑟：《喜悅》 

喬治·蓋希文：《藍色狂想曲》 

倫納德·伯恩斯坦：《西城故事》交響舞曲 

喬治·蓋希文：《一個美國人在巴黎》 

2/9 (日) 

2:00 p.m. 

愛知藝術劇場 

日本名古屋 

指揮：艾倫‧ 吉伯特 

克里斯多夫‧ 盧瑟：《喜悅》 

倫納德·伯恩斯坦：《西城故事》交響舞曲 

柴可夫斯基：e小調第五號交響曲，作品64 

2/10 (一) 

7:00 p.m. 
大阪交響樂音樂廳 

日本大阪 

指揮：艾倫‧ 吉伯特 

鋼琴：小曽根真 

布列頓：亨利‧ 普賽爾的變奏曲與賦格 

喬治·蓋希文：《藍色狂想曲》  

柴可夫斯基：e小調第五號交響曲，作品64 

2/11 (二) 

6:00 p.m. 

三得利音樂廳 

日本東京 

指揮及旁白：艾倫‧ 吉伯特 

指揮：約書亞‧魏勒斯坦 

主持：鈴木学 

鋼琴：小曽根真 

布列頓︰青少年管弦樂入門，作品34 

『青少年作曲家』作品發表 

倫納德·伯恩斯坦：《西城故事》交響舞曲 

喬治·蓋希文：《藍色狂想曲》   

2/12 (三) 

7:00 p.m. 

三得利音樂廳 

日本東京 

指揮：艾倫‧ 吉伯特 

鋼琴：奕非‧ 布朗夫曼 

克里斯多夫‧ 盧瑟：《喜悅》 

馬格納斯‧ 林伯格：第二號鋼琴協奏曲   

柴可夫斯基：e小調第五號交響曲，作品64 

2/13 (四) 

7:00 p.m. 

三得利音樂廳 

日本東京 

指揮：艾倫‧ 吉伯特 

小提琴：莉莎‧巴蒂雅許薇莉 

貝多芬：歌劇《費德里奧》〈序曲〉 

蕭士塔高維奇：a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99 

貝多芬：第一號交響曲 

喬治·蓋希文：《一個美國人在巴黎》 

2/15 (六) 

3:00 p.m. 

港未來音樂廳 

日本橫濱 

指揮：艾倫‧ 吉伯特 

鋼琴：小曽根真 

克里斯多夫‧ 盧瑟：《喜悅》 

喬治·蓋希文：《藍色狂想曲》  

柴可夫斯基：e小調第五號交響曲，作品64 

2/18 (二) 

7:30 p.m. 

國家音樂廳 

台灣台北 

指揮：艾倫‧ 吉伯特 

小提琴：莉莎‧巴蒂雅許薇莉 

蕭士塔高維奇：a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99   

倫納德·伯恩斯坦：《西城故事》交響舞曲 

喬治·蓋希文：《一個美國人在巴黎》 

2/19 (三) 

7:30 p.m. 

國家音樂廳 

台灣台北 

指揮：艾倫‧ 吉伯特  

鋼琴：奕非‧ 布朗夫曼 

克里斯多夫‧ 盧瑟：《喜悅》 

馬格納斯‧ 林伯格：第二號鋼琴協奏曲  

柴可夫斯基：e小調第五號交響曲，作品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