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聲之夜〜四季滿庭芳 

花之歌

故宮週末夜表演藝術活動

「任蓉表演藝術學坊」演出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9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指揮：任蓉教授  鋼琴：羅亦辰/鍾慧敏   

祝您有個愉快的夜晚！

節 目 單

1、送我一枝玫瑰花 新疆民歌 領唱：羅亦辰 林子欽 

2、可愛的一朵玫瑰花 新疆民歌 領唱：劉一強 

3、踏雪尋梅 黃  自/劉雪庵 領唱：黃忠信 

4、一朵小花 周藍萍/王紹青 領唱：羅亦辰   

5、紅薔薇 
郭芝苑/詹益川(台) 

盧雲生(國) 
領唱：張秀治 

6、曲蔓地 新疆民歌 獨唱：羅亦辰 黃奕誠 

7、黃花 林聲翕/許建吾 獨唱：羅亦辰 

8、Aprile (四月) F. P. Tosti 獨唱：羅亦辰 

9、六月茉莉 嘉南民歌  

10、茉莉花 江蘇民歌 領唱：李采恩 

11、雨夜花 鄧雨賢/周添旺 獨唱：李采恩 

12、路邊的野花不要採 李俊雄/林煌坤 獨唱：李采恩 

13、孤戀花  楊三郎/周添旺 二重唱：趙文化 林德智 

14、杜鵑花 黃友棣/蕪 軍  

15、春曉 林聲翕/孟浩然 領唱：林德智 

16、夜來香 黎錦光  

17、O Sole Mio E. di Capua  

 



 

送我一枝玫瑰花  

你送我一枝玫瑰花  我要誠懇地謝謝你  

那怕你自己看得像個傻子  

我還是能夠看得上你 

你要傲慢輕視我  我要看看你的本領 

我要嫁上一個比你還強的  

就會刺碎你的心 

百靈鳥兒從手中飛去 落到美麗的花園裡 

花兒一樣可愛的百靈鳥兒  

梳和著它的美髮 

我們像黃鶯和百靈鳥 我們相愛如鴛鴦 

我們的愛情像那燃燒的火焰  

大風也不能把它吹熄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 塞地瑪麗亞  

那天 我去山上打獵騎著馬  

正當你在山上唱歌婉轉入雲霞    

歌聲使我迷了路 我從山坡滾下  

唉喲喲 你的歌聲婉轉入雲霞  

強壯的青年哈薩克 依萬都達爾  

今天晚上請你過河來我家  

餵飽你的馬兒帶上你的東不拉  

等那月兒爬上來撥起你的東不拉 

唉喲喲 我們相依唱歌在樹下  

 

踏雪尋梅  

雪霽天晴朗 臘梅處處香  

騎驢灞橋過 鈴兒響叮噹  

響叮噹 響叮噹 響叮噹 響叮噹 

好花採得瓶供養  

伴我書聲琴韻 共度好時光  

 

一朵小花 

一朵小花 啊  

小花生長在我家的粉牆下喲  

我摘下小花送給了他 送給了他 

幾番風吹雨打 不知花落誰家 

我始終忘不了它 忘不了我的小花 

我要和他帶著小花一起回家  

陪他騎著白馬 去到那山上的古樹下 

啊 同看雨後雲空的片片彩霞  

片片彩霞  

 

紅薔薇  

(台語) 

紅薔薇呀 紅薔薇 微微春風搖花枝  

花枝就是伊歌語 歌語開花紅薔薇  

 

紅薔薇呀 紅薔薇 溫暖日光惜花蕊  

花蕊就是伊歌詩 歌詩留香紅薔薇 

 

(國語) 

紅薔薇呀 紅薔薇 早來園中多露水  

枝枝葉葉盡含淚 問你傷心是為誰  

曲蔓地  

玫瑰花花叢裏 有一枝曲蔓地  

曲蔓地花開甜又香 芬芳又美麗  

啊 芬芳又美麗  

曲蔓地花開甜又香 芬芳又美麗  

美麗的 我心愛的  

我的言語不能夠表達我心意  

微風啊輕輕吹 歌聲啊快飛去  

請你帶著我的心 飛到那花園裏  

啊 飛到那花園裏  

請你帶著我的心 飛到那花園裏  

快來吧 我心愛的  

我們相親又相愛 永遠在一起  

啊 我們相親又相愛 永遠在一起  

 

黃花      

這一朵芬芳的黃花 為什麼擺脫了高枝  

飄 飄向我的窗前 又怎麼不直落平地  

這如果不是有心 難道是真個無意 

我本想把你悄悄拾起 惟恐你說欺負了你  

我又想把你輕輕拋去 又怕你說辜負了你  

黃花 黃花 黃花也是花 誰能不憐惜  

翹首問青天 何從又何去  

 

六月茉莉 

六月茉莉真正美 郎君生做都真古錐 

好花難得成雙對 身邊無娘阿伊都上克虧  

六月茉莉真正香 單身娘阿都守空房  

好花也著有人挽 無人知影伊都氣死人  

六月茉莉香透天 單身娘阿都無了時  

好花也著合人意 何時我君阿伊都在身邊 

 

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滿園花草香也香不過它 

我有心採一朵戴 看花的人兒要將我罵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茉莉花開雪也白不過它 

我有心採一朵戴 又怕旁人笑話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滿園花開比也比不過它 

我有心採一朵戴 又怕來年不發芽 

 

雨夜花     

雨夜花 雨夜花 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 瞑日怨嗟 花謝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 花落土 有誰人通看顧  

無情風雨 誤阮前途 花蕊那落欲如何  

雨無情 雨無情 無想阮的前程  

並無看顧 軟弱心性 乎阮前途失光明  

雨水滴 雨水滴 引阮入受難池  

怎樣乎阮 離葉離枝 永遠無人通看見 

 

路邊的野花不要採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話兒要交代     

雖然已經是百花開  

路邊的野花你不要採 

記得我的情 記得我的愛 

記得有我天天在等待 

我在等著你回來 

千萬不要把我來忘懷 (重覆) 

 

孤戀花 

風微微風微微 孤單悶悶在池邊  

水蓮花滿滿是 靜靜等待露水滴  

啊 阮是思念郎君伊  

暗相思無講起 要講驚兄心懷疑  

月光暝月光暝 夜夜思君到深更  

人消瘦無元氣 為君唱出斷腸詩  

啊 蝴蝶弄花也有時  

孤單阮薄命花 親像瓊花無一暝  

月斜西月斜西 真情思君君不知  

青春叢誰人害 變成落葉相思栽  

啊 追想郎君的真愛  

獻笑容暗悲哀 期待陽春花再開  

 

杜鵑花   

淡淡的三月天 杜鵑花開在山坡上  

杜鵑花開在小溪畔 多美麗啊  

像村家的小姑娘 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村家小姑娘 走到山坡上  

和情郎唱支山歌  

摘枝杜鵑花 插在頭髮上  

今年村家小姑娘 走向小溪畔  

杜鵑花謝了又開呀 

記起了戰場上的情郎  

摘下一枝鮮紅的杜鵑  

遙向著烽火的天邊  

哥哥 你打勝戰回來  

我把杜鵑花 插在你的胸前  

不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  

淡淡的三月天 杜鵑花開在山坡上  

杜鵑花開在小溪畔 多美麗啊  

像村家的小姑娘 啊 啊  

 

春曉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夜來香 

那南風吹來清涼 那夜鶯啼聲悽愴  

月下的花兒都入夢  

只有那夜來香 吐露著芬芳  

我愛這夜色茫茫 也愛這夜鶯歌唱  

更愛那花一般的夢  

擁抱著夜來香 吻著夜來香  

夜來香我為你歌唱  

夜來香我為你思量  

啊 我為你歌唱 我為你思量 

夜來香 夜來香 夜來香 



「任蓉表演藝術學坊」為任蓉教授於 2000年召集音樂專業與愛樂人士

所組成之非營利性表演團體，以推介傑出表演藝術、培養優秀音樂人

才、促進國際音樂文化交流為宗旨。今年 10 月份方才舉辦了「台北

2014 世華聲樂大賽」、「歌劇新秀培訓大師班」，並於台北市中山堂中

正廳演出「優勝者展演音樂會 ～ 歌劇選萃之夜」，吸引了許多愛樂觀

眾前來。此外學坊並定期主辦美聲學習課程、講座、音樂會及文化交

流等活動，提供社會大眾學習與聆賞精緻美聲的機會。 

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故宮週末夜」表演藝術活動，讓學坊有幸

共襄盛舉。此次特別選輯了與四季花卉相關的中外曲目，期待在此愉

快的週末，以優美歌聲與故宮訪客分享！ 

任 蓉 表 演 藝 術 學 坊
Ren Rong Performing Arts Centre

地址： 116 臺北市辛亥路四段 21 巷 24 號六樓 

電話：(02) 2931-3713  Email：belcantotw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