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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亞洲巡迴 

準音樂總監梵志登與紐約愛樂 

2018 年 3 月 8–18 日 

 

梵志登首度與樂團之國際巡演 

 

將赴北京、京都、東京、名古屋與台北 

 

王羽佳將演奏布拉姆斯第一號鋼琴協奏曲與普羅高菲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 

五嶋龍將首度與樂團合作，演出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 

 

梵志登將指揮 

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 

馬勒第五號交響曲 

約翰，瓦赫納爾《大鼻子情聖》序曲 

 
 

紐約訊－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將在準音樂總監梵志登的帶領下，於 2018 年 3 月 8 至 18 日展開亞

洲巡演。這趟為期十天的巡迴是梵志登首度與樂團合作的國際巡演，將在五個城市演出八場音

樂會。樂團會演出的城市包括北京、京都、東京、名古屋以及台北。此次的獨奏家為北京出生

的鋼琴家王羽佳，以及美籍日裔小提琴家五嶋龍。 

 

梵志登會指揮紐約愛樂演出史特拉汶斯基的《春之祭》、馬勒第五號交響曲，以及約翰，瓦赫

納爾的《大鼻子情聖》序曲。王羽佳會與梵志登大師與樂團共演布拉姆斯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及

普羅高菲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與樂團首度合作的五嶋龍，將會與梵志登大師與樂團共演孟德

爾頌小提琴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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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六年前的首度合作，我就愛上與這個卓越非凡的樂團一起演奏音樂了。我很興奮能在這

次緊湊而盛大的巡演中與他們合作。」準音樂總監梵志登說。「紐約愛樂出色的音樂家以深刻

洞見演奏馬勒，完美詮釋布拉姆斯音樂中的美，對每一首樂曲都拿出令人尊敬的紀律與驚人的

精湛技巧與熱情。我也期待與王羽佳再次攜手、與五嶋龍合作，並再次訪問亞洲，過去幾年的

經驗中，我已見識過當地極具鑑賞力與品味的觀眾。」 

 

「紐約愛樂是一個全球性的管弦樂團，」樂團總裁暨執行長黛博拉，博爾達說。「我們的演奏

家來自全球各地，包括我們 3 月即將造訪的城市。我們廣泛遊歷亞洲各國－1961 年我們在日本

東京首演、1984 年首登台北，並於 1998 年首度踏上北京。這次的巡演，觀眾能搶先目睹指揮

梵志登與紐約愛樂激盪的火花。」 

 

自 1961 年以來，紐約愛樂已造訪東京十四次、名古屋十一次，當時，紐約愛樂的亞洲首演是由

音樂總監伯恩斯坦帶領。樂團已造訪台北七次，1984 年的首訪由當時的音樂總監祖賓，梅塔率

團演出。2018 年的亞洲巡迴，則是樂團 1998 年以來第四次造訪北京。當時的音樂總監是庫特，

馬殊，演出舉行於北京人民大會堂。2018 年亞洲巡迴也是第五度造訪京都。 

 

 

演出者介紹 

 

指揮梵志登在過去十年間，於三大洲的演出頻繁。2017-18 樂季是一個重大的里程碑：他將完成

達拉斯交響樂團音樂總監的十年任期，並接任紐約愛樂準音樂總監，於 2018-19 樂季正式上任。

他將繼續擔任自 2012 年接手的香港管弦樂團音樂總監一職。除了帶領紐約愛樂在紐約與各地巡

迴，梵志登於 2017-18 樂季的主要演出包括：再度指揮芝加哥交響樂團、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

堂管弦樂團、鹿特丹愛樂，以及荷蘭廣播愛樂。 

 

梵志登曾擔任客席指揮的樂團包括克利夫蘭管弦樂團、費城管弦樂團、波士頓交響樂團、倫敦

交響樂團、上海交響樂團、洛杉磯愛樂、維也納愛樂、柏林愛樂、慕尼黑愛樂、法國國家管弦

樂團、與巴黎管弦樂團。於 2015 年，梵志登聯同達拉斯交響樂團推出了每年一度的日月國際音

樂及藝術節。同年，他與香港愛樂開展了一個四年計劃，首次在香港演出華格納整套聯篇歌劇

《尼伯龍的指環》，並由拿索斯唱片錄音發行。2017-19 年夏季，梵志登將擔任格施塔德音樂節

管弦樂團及其指揮學院的首席指揮。 

 

梵志登的許多錄音均大獲好評，包括史特拉汶斯基的《春之祭》及《彼得洛希卡》，布烈頓的



《戰爭安魂曲》，以及貝多芬、布拉姆斯和布魯克納的全套交響曲。他也與倫敦愛樂合作馬勒

第五號交響曲，和愛樂管弦樂團及大衛，弗萊聯手的莫札特鋼琴協奏曲。他備受讚譽的歌劇演

出《羅恩格林》、《紐倫堡名歌手》及《帕西法爾》已錄製成 CD／DVD 發行，而《帕西法爾》

更令梵志登榮膺 2012 年愛迪生獎的「最佳歌劇錄音」。梵志登為達拉斯交響樂團自屬的唱片廠

牌灌錄了柴可夫斯基、貝多芬、馬勒、德弗札克的交響曲，以及史塔基《1964 年 8 月 4 日》世

界首演的錄音。2017-18 樂季，環球美國古典部也將發行梵志登與紐約愛樂的新錄音。 

 

梵志登生於阿姆斯特丹，年僅十九歲便受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委任，成為樂團史上最年輕的樂

團首席。他於二十年後，在 1995 年以指揮為職志。他在 2005 至 2013 年出任荷蘭廣播愛樂的首

席指揮，現仍為該團的榮譽首席指揮，以及荷蘭廣播室內樂團的榮休指揮。他同時於 2008 年至

2011 年為皇家法蘭德斯管弦樂團擔任首席指揮。梵志登是《音樂美國》2012 年所遴選出的年度

指揮。 

 

1997 年，梵志登與妻子阿特耶成立帕帕基諾基金會，為患有自閉症的兒童及其家庭提供協助，

包括音樂治療師與音樂家的培訓。2015 年 8 月，位於荷蘭拉倫的帕帕基諾之家在荷蘭皇后馬克

西瑪見證下開幕，服務患有自閉症的青少年及兒童。 

 

小提琴家五嶋龍七歲時以日本札幌太平洋音樂節的首度登台展開他的職業生涯。此後他與許多

世界頂級樂團合作，包括國家交響樂團、維也納交響樂團、雪梨交響樂團、蒙特婁交響樂團、

法蘭克福廣播交響樂團、漢堡交響樂團、上海交響樂團、倫敦愛樂管弦樂團、慕尼黑愛樂管弦

樂團、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費城管弦樂團和里昂國家管弦樂團。他曾合作過的指揮家包括弗

拉基米爾．阿胥肯納吉、鄭明勳、譚盾、法比奧．路易西、洛林．馬澤爾、肯特．長野、亞尼

克．聶澤．賽金、喬納森．諾特、安德烈斯．奧羅斯科-埃斯特拉達和雷歐納． 史拉特金。五嶋

龍在許多世界知名的音樂廳演奏過，其中包含卡內基音樂廳、甘迺迪藝術中心、三得利音樂廳、

雪梨歌劇院、上海大劇院、台北國家兩廳院、維也納愛樂協會、慕尼黑的海庫勒斯廳和愛樂音

樂廳。他在 2018 年 1 月與 NHK 交響樂團一起慶祝伯恩斯坦百歲誕辰，並在紐約愛樂交響樂團

的 2018 年亞洲巡迴演出中，首次與樂團同台演出。五嶋龍的慈善工作包括與全世界的學生音樂

家合作，並指導他們的發展和舉辦大師班。他的努力包括與紐約市教育局的五嶋龍卓越音樂倡

議獎學金，以及他與茱莉亞音樂學院和哈佛巴哈協會樂團的合作。五嶋龍為德國留聲機與日本

環球古典公司錄製專輯。 2011 年 5 月畢業於哈佛大學，獲得物理學士，且目前正在與安娜．舒

馬茜蔻學習小提琴。作為美日協會的成員，他獲得日本美國律師協會頒發的日裔美籍領導人獎。

他擁有日本空手道協會的三級黑帶，且精通英語、日語、法語和中文等多種語言。他使用日本



音樂基金會出借的史特拉底瓦里 1722 小提琴「木星」。本次演出是五嶋龍首度與紐約愛樂交響

樂團的合作。 

 

鋼琴家王羽佳 2017-18 樂季的特色包含獨奏、系列音樂會與和世界上最受敬重的樂團和指揮巡

演。她以與倫敦交響樂團和麥可．提爾森．湯瑪斯的巡演作為 2017 年夏天的開季演出，曲目包

含布拉姆斯第二號鋼琴協奏曲，隨後並在拉維尼亞音樂節與萊歐尼爾．布蘭吉耶和芝加哥交響

樂團演出布拉姆斯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之後的演出包含與葛濟夫和慕尼黑愛樂管弦樂團、韋爾

比亞音樂節的系列演出、並與聖彼得愛樂在三個德國城市巡演。她還開始展開演奏暨指揮的巡

迴計畫，與馬勒管弦室內樂團和歐洲室內管弦樂團合作，並加入梵志登與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

首次巡演，以及亞尼克．聶澤．賽金作為鹿特丹愛樂總監的最後一次巡演。其他值得注意的演

出包括香港、邁阿密、布拉格、台拉維夫、柏林和華盛頓特區的音樂會。2017 年冬季，王羽佳

與定期合作的小提琴家李奧尼達斯．卡瓦柯斯再次攜手至歐洲巡演，且於 2018 年春天開始在美

國和歐洲首屈一指的音樂廳進行獨奏巡迴，其中包括在紐約市、舊金山、羅馬、維也納、柏林

和巴黎。王羽佳出生在北京的音樂世家。童年在中國習琴，之後赴加拿大深造，並至費城寇蒂

斯音樂學院接受蓋瑞．葛拉夫曼的進階訓練。 2007 年代替瑪塔．阿格麗希與波士頓交響樂團演

出獨奏，取得國際性的突破。兩年後，她與德意志留聲機公司簽署了一份獨家合約，就此與世

界頂尖音樂家並列，且迎來了一系列廣受好評的演出和唱片。王羽佳被選為《音樂美國》2017

年度藝術家。王羽佳於 2006 年 7 月在科羅拉多州的喝彩音樂節上與紐約愛樂交響樂團首演，當

時由布蘭威爾．托維領銜演奏李斯特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她上次與紐約愛樂的演出在 2016 年

3 月舉行，與艾薩-佩卡．沙隆年合作梅湘的《豔調》交響曲。 

 

關於紐約愛樂交響樂團 

紐約愛樂交響樂團不論是在紐約、美國，更在全世界扮演第一流的文化角色。每個樂季紐約愛

樂交響樂團皆透過許多方式與高達五千萬名的音樂愛好者相繫，包括在紐約的現場音樂會、樂

團的世界巡迴與駐地演出、數位錄音系列、國際轉播以及教育計畫。2017-18 樂季，在梵志登擔

任準音樂總監之時，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將發揚其強而有力的優勢以及其基本的承諾，並自許為

一個創新國際化的樂團，聚焦於音樂家、合作夥伴，致力於新的音樂、更廣泛的曲目、教育活

動以及平易性。 

 

自 1842 年創立以來，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在每一個年代都曾委託創作與首演當代頂尖作曲家的音

樂，包括德弗札克的《新世界》交響曲、蓋希文的 F 大調鋼琴協奏曲、約翰，亞當斯的普立茲

得獎作品－獻給 911 受難者的《靈魂的輪迴》、沙隆年的鋼琴協奏曲、溫頓，馬沙利斯的的斯



號交響曲《叢林》等。紐約愛樂交響樂團致力於新的音樂，因而誕生了《CONTACT!》這個演

出嶄新音樂創作的系列，至今已邁入第九個樂季。 

 

作為其社群以及世界的資源，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為全城各地的年度免費音樂會增色不少，包括

由迪迪與奧斯卡．雪弗呈獻的公園音樂會、愛樂週五免費音樂會，以及遠近馳名、行之有年的

年輕人音樂會等。紐約愛樂致力於培育首屈一指的未來樂團音樂家，因此創辦了紐約愛樂交響

樂團全球音樂學院；近日的計畫與合作夥伴包含上海管弦學院與駐地夥伴計畫，以及聖塔芭芭

拉的西方音樂學院等。紐約愛樂交響樂團也持續著與密西根大學音樂學會的駐地夥伴計畫。擁

有極高的世界知名度，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足跡遍及六十三個國家、四百三十二個城市。重要

演出包括 1930 年開創性的歐洲巡迴、1959 年史無前例的蘇聯巡迴、2008 年成為第一個到訪朝

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都平壤的美國樂團，以及樂團於 2009 年在越南河內的首次演出。 

 

紐約愛樂交響樂團身為媒體的先驅，從 1917 年至今已經累積超過兩千張錄音；更是第一個提供

可下載現場音樂會的美國樂團。2016 年，紐約愛樂交響樂團製作了第一場臉書直播音樂會，在

該樂季中共三次的直播也創造了高達一百多萬人次的瀏覽紀錄。樂團悠遠的歷史也可以在紐約

愛樂交響樂團里昂．列維線上資料庫中免費取得，其中資料包含了從 1842 年開始所印製之每一

本節目冊、由許多音樂家及音樂總監如馬勒、伯恩斯坦所標註過的總譜及分譜。2018 年底前，

將會有超過三百萬頁數的資料被放置於網路上供瀏覽。 

 

紐約愛樂在 1842 年由美國出生的烏雷利．科雷利．希爾帶領一群當地音樂家成立。它不僅是歷

史最悠久的美國樂團，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樂團之一。曾帶領過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著名作曲

家與指揮家包括柴可夫斯基、理查．史特勞斯、史特拉汶斯基、柯普蘭、米特羅普洛斯等。梵

志登將承襲艾倫．吉伯特、馬澤爾、馬殊、祖賓．梅塔、布列茲、伯恩斯坦、托斯卡尼以及馬

勒等指揮名家，於 2018-19 樂季擔任音樂總監。 

 

关于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总部位于中国深圳，成立于 1987 年，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

商业银行，也是国家从体制外推动银行业改革的第一家试点银行。成立 31 年以来，招商银行从

一个区域性银行逐渐发展成为沪港两地上市的国内第六大商业银行。截止到 2017 年年底, 招商

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逾 1800 家，在中国大陆的 130 余个城市设立了服务网点，拥有 6 家境外分

行和 3 家境外代表处，员工 7 万余人。招商银行在全球竞争对手中，市值排名已跃升至全球第

10 位。招商银行是具有商业银行，融资租赁，资金管理，人寿保险，境外投资银行等金融许可



证的银行集团。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招商银行的多项服务已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典范，被多家

知名媒体连年评为“中国最佳零售银行”，“中国最佳私人银行”，“中国最佳交易银行”。 

 
台北音樂會贊助人 

2018年 3月 17日，星期六: Richard M. 蔡先生先生是富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該公司是台灣

最完善、最大的金融控股公司之一。其主要子公司包括富邦人壽、台北富邦銀行、富邦銀行（中國）、

富邦銀行（香港）、富邦保險和富邦證券。今天，富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在台灣、香港、中國和越南開

展業務，截至 2017 年底的總市值為 173.8 億美元。蔡先生榮獲 2016 年“哈佛商業評論”頒發的“台灣前

50最佳表現 CEO”稱號。蔡先生是紐約愛樂樂團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 

 

2018年 3月 18日，星期日: Charles 陳先生是 Eyon Holding Group 的董事長，該集團是私營控股實體

，是萬海航運、晶元光電、泰安保險、士林紙廠和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最大股東。他還是台灣航空貨運

終端公司和泰安保險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長。此外，他還擔任中國國際航空公司、麗晶酒店集團董事會成

員，並擔任多個本地和外國的董事。陳先生是台灣陳榕紀念基金會的聯席總裁。他還是許多其他非營利

組織的董事會成員，包括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台灣癌症基金會、Formosa 癌症基金會、台灣骨科

運動醫學研究基金會等。陳先生獲有紐約大學 MBA 學位。陳先生是紐約愛樂樂團國際顧問委員會的成

員。 

 

                                                     * * * 

北京 3 月 8 日及 3 月 9 日音乐会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约赞助。 

 

* * * 

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興先生為 2018 年 3 月 17 日音樂會提供重要支持。 

 

* * * 

勇源基金會執行長陳致遠先生為 2018 年 3 月 18 日音樂會提供重要支持。 

* * * 

花旗商業銀行為紐約愛樂交響樂團之首選卡別。 

* * * 

阿聯酋航空為紐約愛樂交響樂團之官方航空。 

* * * 

演出感謝部分官方資金，包括紐約市文化局、紐約市議會、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紐約州藝術

基金協會等，以及紐約州長安德魯，古莫先生與紐約州議會的支持。 

 

 

  



2018 亞洲巡演 

梵志登與紐約愛樂交響樂團 

音樂會日程 

保留所有演出資訊更動權 

日期 演出地點 節目內容 

3 月 8 日 

(星期四) 

晚間 7:30  

國家大劇院 

北京 

指揮：梵志登 

小提琴：五嶋龍 

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 

馬勒：第五號交響曲 

3 月 9 日 

(星期五) 

晚間 7:30 

國家大劇院 

北京 

指揮：梵志登 

鋼琴：王羽佳 

布拉姆斯：第一號鋼琴協奏曲 

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 

3 月 11 日 

(星期日) 

午間 3:00 

京都音樂廳 

京都 

指揮：梵志登 

小提琴：五嶋龍 

約翰．瓦赫納爾：《大鼻子情聖》序曲 

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 

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 

3 月 13 日 

(星期二) 

晚間 7:00 

三得利音樂廳 

東京 

指揮：梵志登 

鋼琴：王羽佳 

布拉姆斯：第一號鋼琴協奏曲 

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 

3 月 14 日 

(星期三) 

晚間 7:00 

三得利音樂廳 

東京 

指揮：梵志登 

小提琴：五嶋龍 

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 

馬勒：第五號交響曲 

 

3 月 15 日 

(星期四) 

晚間 6:45 

名古屋市民會館 

名古屋 

指揮：梵志登 

小提琴：五嶋龍 

約翰．瓦赫納爾：《大鼻子情聖》序曲 

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 

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 

3 月 17 日 

(星期六) 

國家音樂廳 

臺北 

布拉姆斯：第一號鋼琴協奏曲 

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 



晚間 7:30 指揮：梵志登 

鋼琴：王羽佳 

3 月 18 日 

(星期日) 

晚間 7:30 

國家音樂廳 

臺北 

指揮：梵志登 

鋼琴：王羽佳 

普羅高菲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 

馬勒：第五號交響曲  

 

 

保留所有演出資訊更動權 

 

最新消息、影片、投影片及更多請至：https://nyphil.org/whats-new/  

 

照片以及影片皆可在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線上新聞編輯室取得：nyphil.org/newsroom/1718；亦或

請透過電話：(212) 875-5700 或電子郵件 PR@nyphil.org 聯繫公關與宣傳部。 

 

https://nyphil.org/whats-new/
http://www.nyphil.org/newsroom/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