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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台灣  

國際肯定
國際媒體報導與大師肯定

「台北室內合唱團是我漫長的音樂生涯中所見，最優秀、最熱情的合唱團。嚴謹的訓練、不懈的努

力和深切的探究，成就了這個獨一無二的團隊。指揮陳雲紅教授以合唱藝術方面的學養，支持、激

勵每位團員，使他們熱衷於發掘各種詮釋中，音樂謎題裡的真意。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台北室內合

唱團是具備世界水準的頂尖合唱團體。」 

During my long musical career, I must assert that the Taipei Chamber Singers is one of the most excellent and enthusiastic 
choirs that I have ever encountered. �is is due to the disciplined, continuous and profound work of a unique team. �e 
knowledge of choral art of Professor Chen Yun-Hung maintains and stimulates in every member of her choir the passion 
for discovering in each interpretation the purpose contained in the mystery of music. For this reason I consider the Taipei 

Chamber Singers one of the best choral ensembles on a world level.                    ---A. Grau (委內瑞拉當代作曲家暨指揮 )

國際著名委內瑞拉現代作曲家 Alberto Grau

2012 法國 Polypollia 音樂節保加利雅電台專訪

2012 法國 Polypollia 音樂節報紙專訪

2008 匈牙利國際現代合唱比賽專訪

1997 年義大利 Gorizia 國際合唱比賽報紙刊登 1995 義大利 d'arrezo 國際合唱比賽報紙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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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台灣  

國際肯定
榮獲國際比賽個人獎

2006 年，榮獲匈牙利「第二十二屆巴爾托克現代合唱國際比賽」之「最佳指揮」獎。

2005 年，榮獲德國「第四屆布拉姆斯國際合唱比賽」之「最佳指揮獎」。

1997 年，榮獲義大利「第三十六屆國際合唱比賽 C.A.Seghizzi」之「最佳布拉姆斯合唱音樂詮釋獎」

                 及「最佳指揮」獎。

2006 匈牙利巴爾托克國際現代合唱比賽—最佳指揮獎

1997 義大利 Gorizia 國際現代合唱比賽—最佳指揮獎 1997 義大利 Gorizia 國際現代合唱比賽—最佳佈拉姆斯詮釋獎

2005 德國布拉姆斯國際合唱比賽—最佳指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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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台灣  

國際肯定
國際合唱比賽評審

2012 年 4 月，擔任新加坡「2012 新加坡青年藝術節」評審。

2011 年 6 月，擔任德國「國際合唱比賽 Marktoberdorf」評審。

2011 年 7 月，擔任香港「2011 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節比賽」評審。 
2010 年 4 月，擔任新加坡「2010 新加坡青年藝術節」評審。

2010 年 7 月，擔任「2010 第三屆歌�東方國際合唱節」評審。

2008 年 7 月，擔任匈牙利「第二十三屆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評審。

2008 年 7 月，擔任香港「2008 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節比賽」評審。

2007 年 5 月，擔任法國「第三十六屆 Florilège Vocal de Tours 國際合唱比賽」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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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台灣  

國際肯定
國際名人錄

2007 年，入選德國出版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8

跨越台灣  

國際肯定
國際合唱比賽獲獎

2007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受邀赴義大利參加 2007 年「第十九屆歐洲六大國際合唱大賽總冠軍

                 聯合音樂會」。

2006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赴匈牙利榮獲「第二十二屆巴爾托克現代合唱國際比賽」室內組第一名

                 與總冠軍。

2005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榮獲德國「第四屆布拉姆斯國際合唱比賽」民謠組第一名及藝術組第一

                 名等級。

2004 年，與華新兒童合唱團赴德國榮獲「國際合唱奧林匹克 2004」決賽「合唱藝術組」銀牌及「伴

                 奏民謠組」金牌。

2002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榮獲愛沙尼亞「第四屆國際合唱音樂節」無伴奏民謠比賽冠軍。 
2001 年，與航運合唱團榮獲西班牙「國際合唱民謠音樂節比賽」第二名。

2000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赴奧地利榮獲「國際合唱奧林匹克 2000」混聲室內合唱藝術組金牌及無

                 伴奏民謠組銀牌。 
1998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受邀赴義大利參加 1998 年「第十屆歐洲六大國際合唱大賽總冠軍聯合音

                 樂會」。

1997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榮獲義大利「第三十六屆國際合唱比賽 C.A.Seghizzi」總冠軍。 
1996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榮獲英國「第五十屆 Llangollen 國際合唱比賽」民謠組第一名及藝術組第

                 三名。

1995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榮獲奧地利「第三十二屆國際合唱比賽 Spittal an Drau」民謠組第三名及

                 藝術組第二名。 
1994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榮獲義大利「第四十二屆國際合唱比賽 Guido d'Arrezo」金、銀、銅三項

                 獎牌。



9

跨越台灣  

國際肯定
受邀於國際發表現代合唱作品

2012 年 10 月，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受邀赴法國「Polyfollia 2012 」演出現代合唱作品。

2011 年 11 月，受邀參加 亞洲作曲家聯盟 (ACL)--2011 年大會暨亞太音樂節演出《人聲交響》，指揮

                           台北室內合唱團現代合唱作品。

2009 年 8 月，帶領台北室內合唱團於香港中文大學發表現代合唱作品並進行學術交流。 
2008年 7月， 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受世界合唱聯盟（IFCM）之邀，於丹麥之「第八屆國際合唱論壇」

                         演出，並為首演發表委託創作，引領台灣合唱登上國際舞台。

2007 年 11 月， 受邀參加於香港舉行之「2007 香港國際現代音樂節」(2007 ISCM-ACL World Music 
                            Days Hong Kong)，為音樂節唯一邀請也是台灣首次獲邀之合唱表演團體。



10

跨越台灣  

國際肯定
應邀國際工作坊研討會

2012 年 10 月，擔任法國「Polyfollia 2012 」工作坊講師。

2012 年 5 月，擔任中國杭州擔任「浙江合唱指揮工作坊」演講。

2012 年 4 月，擔任新加坡「2012 新加坡青年藝術節」工作坊演講。

2010 年 4 月，擔任新加坡「2010 新加坡青年藝術節」工作坊演講。

2008 年 5 月，受邀於香港「合唱發展研討會」發表國際合唱趨勢的觀點。

2012 法國「Polyfollia 2012 」工作坊—介紹台灣現代合唱作品

2008 香港「合唱發展研討會」—發表國際合唱趨勢的觀點2012 中國杭州擔任「浙江合唱指揮工作坊」—介紹中外現代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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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台灣  

現代合唱發展
現代合唱作品委託創作—合唱無設限

基於對於發展台灣現代合唱音樂的使命，陳雲紅努力於發掘國內現代音樂新銳作曲家，委託他們創

作本國現代合唱作品，以前瞻眼光，專注詮釋當代音樂。於 2006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啟動「合唱無

設限—現代合唱作品發表」委托創作計劃，計已與台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等幾十位作曲家合作，

以新思維與新人聲的對話，發展東方合唱新趨勢，透過「委托創作」，「首演發表」，「樂譜影音出版」

多面向的完整架構，多方提升作品的國際能見度，以當代東方獨特美學與觀點，向世界發聲。

合唱無設限歷年製作的音樂會：

　‧2006 合唱無設限 I
　‧2007 合唱無設限 II
　‧2008 合唱無設限 III
　‧2009 合唱無設限 IV

　‧2010 合唱無設限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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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台灣  

現代合唱發展 2006-2011 現代合唱作品委託創作—合唱無設限曲目

音樂會

2006 合唱無設限一

2007 香港音樂節

2007 合唱無設限二

2008 合唱無設限三

2009 合唱無設限四

2010 合唱無設限五

2011ACL 亞太音樂節

作曲家

嚴福榮

Oh Ie Don 

陳玫君

李子聲

嚴福榮

鍾耀光

Maura Capuzzo

David McMullin

梁學賢

趙菁文

曾興魁

陳永華

John Sharpley

沈納藺

林樂培

李子聲

Caroline Szeto

馬定一

冉天豪

Toivo Tulev 

曾興魁

潘皇龍

陳偉光

錢善華

陳偉光

連憲升

陳瓊瑜

陳偉光

Irina Alexeychouk

任真慧

陳樹熙

鄭丞宰

簡宇君

Maria Christine MUYCO

金湘

Alona EPSHTEIN

作品

水調歌頭　陽關三疊

Remember

聯篇詩歌《我想寫的詩》

蝶戀花

聲聲慢

後現代的詩篇

Bosco di Courton Luglio 1918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 雪花的快樂 /
我有一個戀愛 / 為尋一個明星

Magni�cat

野有蔓草  仍然  漁歌子

鑼鼓運動

旅夜書懷

Nunc Dimittis 西緬頌歌  虞美人

A Dream Within a Dream

下四川

塵埃不見咸陽橋

蝶戀花

Monkeys Cry

鹿柴 江雪

And then in silence there with me be only You

演出國外作品

趕牛歌  偈  搖籃曲

諺語對唐詩  賴皮狗  鞦韆

Love Seeketh Not Itself to Please 天若有情—李賀詩選組曲

Alleluia - 布農篇

古悠悠行

風中的微笑

軌跡

旅夜書懷  泰山

Breath of Time 

< 山之聲 > 組曲
1. 我向山谷歌唱  2. 深谷空間 3. 再訪森林

《來自台灣的高山》—台灣高山原住民音樂印象

Das Hohepriesterliche Gebet

Cavalita Seluna

Ang Pahgabyug sang Pendulum

杏花天影  運楊柳的駱駝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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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台灣  

現代合唱發展
金曲最佳演唱獎—《當代狂潮》現代合唱 CD

2010 年，陳雲紅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所錄製的「當代狂潮」當代合唱作品 CD 榮獲第 21 屆金曲獎傳

統藝術類別的最佳演唱獎，對於現代合唱音樂的貢獻，備受國內音樂學術界肯定。



14

推動台灣  

現代合唱發展
創立台灣合唱音樂中心—發展新合唱藝術

秉持熱愛合唱的理想，陳雲紅於 2000 年與一群朋友創立了「台灣合唱音樂中心」新合唱文化藝術基

金會，現任基金會執行長暨合唱藝術總監，以落實台灣合唱的推廣為最重要的目標。

2001 年，她創立「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舉辦國際現代阿卡貝拉大賽。

2010 年，她擴大國際賽為世界盃大賽，舉辦世界盃現代阿卡貝拉大賽與創新合唱比賽。

推廣台灣合唱音樂中心發展新合唱藝術，帶動台灣新合唱走向國際風潮，接軌國際合唱發展。

台灣合唱音樂中心—新合唱文化藝術基金會於 2000 年成立

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創新樂齡合唱比賽台灣國際重唱節—現代阿卡貝拉新合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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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台灣  

合唱音樂教育
專業合唱指揮培育

秉持著提升國內合唱水準的理念，定期開設專業指揮課程，培育新秀，一些學生成為現今國內活躍

合唱指揮或是成為優良合唱音樂老師，帶領學校合唱，成績優異。

活躍於國內的傑出合唱指揮：

馬韻珊：美國 Rochester 大學合唱指揮博士班。

楊宜貞：台中室內合唱團指揮。

何家瑋：台北世紀合唱團助理指揮，新節慶合唱團助理指揮，松韻合唱團指揮。

蘇郁然：福智合唱團助理指揮。

黃玲：復興國小音樂老師，全國國小合唱比賽特優常勝軍。

李沛絨：復興國中音樂老師，全國國中合唱比賽特優常勝軍。

邱筠婷：靜心小學音樂老師，全國國小合唱比賽優勝常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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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台灣  

合唱音樂教育
打造華人合唱網站—全球分享合唱知識

為了實現全世界免費知識分享的夢想，陳雲紅全心建架營運一個完善的合唱音樂網站 --- 台灣合唱音

樂中心網站。除了捐出僅有的財力，負責網站建構所有的花費，並負責此網站的營運。

所有的付出， 只為尋求 -------  接軌全球文化的創新

                                                     全華人無障礙的知識分享  
                                                     永久不滅的分享

此網站的「合唱知識家」，分享合唱專業知識，同時在此專區還開闢「陳雲紅合唱教室」，定期撰

寫各類專業文章，如：排練技巧、指揮技巧、樂曲詮釋、合唱教育等單元，分享給全球華人。



17

紮根台灣  

合唱音樂教育
用聲音記錄台灣合唱歷史文獻—「向大師致敬系列」音樂會

陳雲紅秉持著飲水思源的精神，緬懷已故的本國合唱大師，並且向當前合唱界耆老致敬，自 2006 年，

於台灣合唱音樂中心推出懷念國人經典合唱「向大師致敬」系列音樂會。

在音樂會過程中，除了指揮大師的經典作品，陳雲紅也同時介紹大師的生平與風格。

舉辦「向大師致敬」系列音樂會，全心期望 ---
　　　　以聲音記載國人合唱歷史的發展。

　　　　以大師經典作品，呈現文化美學的精髓。

　　　　用最真誠的和諧，歌頌大師的經典傳承。

2006 年，發表黃友棣先生合唱經典作品。

2007 年，發表林聲翕先生經典合唱作品。 
2008 年，發表黃自先生經典合唱作品。

2009 年，發表張炫文、李抱忱、趙元任、李君重經典合唱作品。 
2010 年，發表錢南章、江文也、郭子究三位大師的經典合唱作品。

2012 年，發表【中國經典詩詞合唱作品】：演唱黃輔棠「詩詞系列作品」、屈文中「李白詩歌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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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根台灣合唱表演藝術  

指揮各類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國家扶植團隊

他們的表現不只在演唱技術上有優異的成績，在樂曲詮釋上更獲得與會作曲家們一致的讚賞。陳雲紅藝術總監與「台北室

內合唱團」的完美組合與精彩演出，是我們台灣人的驕傲，我們以「台北室內合唱團」為榮。     　　　　　　　　　　　

　　　　　　　　　　　　　　　　　　　　　　　　　　　　　　　　　　 ---潘皇龍 (亞洲作曲家聯盟台灣總會理事長 )

國際大賽頂尖獲獎團隊：陳雲紅帶領台北室內合唱團參加國際合唱大賽，榮獲十多項大獎，優異的

音樂能力令評審團印象深刻 。
發展台灣現代合唱：陳雲紅啟動「合唱無設限」委託創作計畫，演繹當代作品的精湛能力備受國際

樂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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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根台灣合唱表演藝術  

指揮各類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國家扶植團隊

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國際比賽獲獎記錄：

1994 年，參加義大利阿雷佐（Arezzo）第四十二屆國際合唱大賽，獲得民謠組第一名、現代音樂組第

　　　　 二名、早期音樂組第三名，為獲獎最多團隊。

1995 年，參加奧地利「史畢達（Spittal）第三十二屆國際合唱大賽」，奪得藝術組第二名、民謠組第

　　　　 三名、最受歡迎團體獎，為獲獎最多團隊。

1996 年，參加英國北威爾斯「朗高倫（Llangollen）第五十屆國際合唱大賽」，獲得民謠組第一名、

　　　　 室內組第三名。

2005 年，參加德國「第四屆布拉姆斯（J.Brahms）國際合唱大賽暨音樂節」，獲得藝術組與民謠組金牌。

2006 年，參加匈牙利「第二十二屆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暨民謠藝術節」，獲得「室內組」第一

　　　　 名與大賽「總冠軍」，並獲邀參加 2007 年「歐洲六大國際大賽總冠軍決賽」（Europe 
　　　　 Grand Prix, EGP）。

2007 年，受邀參加於義大利阿雷佐（Arezzo, Italy）舉行之「歐洲六大國際大賽總冠軍決賽」（Europe 
　　　　 Grand Prix, E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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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根台灣合唱表演藝術  

指揮各類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國家扶植團隊

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參加國際邀約演出：

1997 年，受邀參加美國西雅圖「第一屆台灣藝術節」。

2007 年，受國際現代音樂協會（ISCM）與亞洲作曲家聯盟（ACL）之邀，於香港舉行之「2007
　　　　 香港國際—亞太現代音樂節」（2007 ISCM-ACL World Music Days Hong Kong）中演出。

2008 年，受世界合唱聯盟（IFCM）之邀，參加於丹麥哥本哈跟舉行之「第八屆世界合唱論壇」　　

　　　　 （�e 8th World Symposium on Choral Music），為世界各地受邀 24 個合唱團體其中之一。

2009 年，分別受香港中文大學與日本台灣語言文化協會之邀演唱「合唱無設限 4」委託創

　　　　 作音樂會，並舉辦研討會引領演奏者與作曲家公開對談的座談風格。

2011 年，受亞洲作曲家聯盟（ACL）之邀，參加「第二十九屆 ACL 大會暨亞太音樂節」（29th Asian 
                 Composers League Conference and Festival, Taiwan），為合唱類作品指定發表團隊。

2012 年，受邀至法國「第五屆 Polyfollia 國際合唱節暨商展」（Polyfollia 5th World Showcase and  
　　　　  Market Place for Choral Singing）中演出。

CD 出版：土地之戀—張炫文合唱作品專輯

　　　　   風雪戀星—冉天豪合唱作品專輯

　　　　   當代狂潮—當代合唱作品專輯。榮獲第 21 屆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類「最佳演唱獎」。

合唱無設限歷年製作：2006 合唱無設限 I
　    　　　　　　　　2007 合唱無設限 II
　    　　　　　　　　2008 合唱無設限 III
　    　　　　　　　　2009 合唱無設限 IV
　    　　　　　　　　2010 合唱無設限 V
　    　　　　　　　　2013 合唱無設限 VI- 人聲多媒體跨界製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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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根台灣合唱表演藝術  

指揮各類合唱團
台北市教師合唱團—引領教師

自 2003 年開始，陳雲紅擔任台北市教師合唱團指揮，團員藉由學習合唱技巧與曲式分析詮釋，以提

高教師的專業素養，更對各級學校的合唱教學品質提升起積極推動力量。除了校園巡迴演唱，她每

一年舉辦「全國各級學校合唱比賽指定曲示範音樂會」，對於學校合唱教育的推廣，有極大的貢獻。

2011 全國各級學校合唱比賽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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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根台灣合唱表演藝術  

指揮各類合唱團
華新兒童合唱團—培育兒童合唱教育

自 2000 年，陳雲紅擔任華新兒童合唱團藝術總監，多年來不斷演唱各國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特色的

兒童合唱作品，力求突破，除了挑戰無伴奏的兒童合唱作品，也嘗試將不同的曲目串聯並加上舞台

動作的設計，激發兒童的創造力與潛力，並結合多元藝術的呈現。

華新兒童合唱團每年的固定演出：年度演唱會、公益演唱會、國外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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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根台灣合唱表演藝術  

指揮各類合唱團
新節慶合唱團—發年過 50 歲合唱團發現新生命

自 2004 年，指揮新節慶合唱團，此合唱團團員平均年齡超過 50 歲，藉由合唱的學習，�發他們發現

心靈的和諧，進而擴展生活知能與人際關係。再以歌聲及肢體開發的多元藝術學習，激發潛能，極

具社會教育功能。

合唱表演大事記

2011 年，舉辦成立七周年『超越 100』演唱會。

2011 年，參加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的千人大合唱。

2011 年，參加台灣合唱音樂中心於舉辦的『樂齡合唱比賽』榮獲金牌獎、最佳漢光指定曲演唱獎以

                 及最佳舞台呈現獎。

2011 年，應邀赴武漢在【琴臺音樂廳】參加紀念辛亥革命 100 年『血脈相連』演唱會。

2010 年，參加『2010 年世界詩人節大會音樂會』演唱詩人愚溪作品 -『路』。

2010 年，赴杭州與浙江省老年大學合唱團聯合演唱『天涯共此時』演唱會。

2009 年，舉辦成立五週年「因為有你」演唱會。

2009 年，參加『五天銀燭輝』音樂會。

2009 年，參加小巨蛋舉辦『莫利柯奈電影音樂會』。

2008 年，參加『台灣炊煙交響詩 - 鍾弘遠作品發表會』演唱會。

2007 年，舉辦成立三周年演唱會 -「迎春與祝福」。

2006 年，赴匈牙利參加耶誕節國際合唱音樂會。

2006 年，舉辦成立二周年演唱會 -「自由飛翔」。

2005 年，受邀參加「唱我們的歌」音樂會，演唱「黃河大合唱」。

2005 年，舉辦成立周年演唱會 -「你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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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各類合唱團
台北世紀合唱團—走向國際

自 1989 至 2002 年，陳雲紅指揮台北世紀合唱團，拓展國內外曲目，並參加國際合唱比賽獲獎，深

受國際好評。

獲獎記錄：

2002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榮獲愛沙尼亞「第四屆國際合唱音樂節」無伴奏民謠比賽冠軍。 
2000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赴奧地利榮獲「國際合唱奧林匹克 2000」混聲室內合唱藝術組金牌及無

                 伴奏民謠組銀牌。 
1998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受邀赴義大利參加 1998 年「第十屆歐洲六大國際合唱大賽總冠軍聯合音

                 樂會」。

1997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榮獲義大利「第三十六屆國際合唱比賽 C.A.Seghizzi」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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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殊榮 總統接見   文建會主委接見

1997 總統接見

1994 總統接見 2006 獲獎，文建會召開記者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