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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舒曼的《慢板與快板》是由法國號的作品改編而來，樂曲中豐富的情緒轉折，讓

筆者感受到此曲迷人的特質〆時而柔美，時而陽剛。慢板樂章的沉靜祥和，與快板樂

章迅速且熱情如火的反差甚大，且舒曼在快板樂章中，也穿插了幾段溫柔的旋律，與

慢板呼應，讓筆者不禁想窺探舒曼創作此曲的內心想法。本文中，筆者將藉由探討舒

曼的寫作手法與簡單的樂曲分析，來詮釋此曲的風格與演奏技巧。 

本論文將介紹作曲家的生平、樂曲分析、詮釋和演奏技巧，透過以上的分享，希

望有助於演奏者了解此曲，並在演奏上有更深刻的詮釋，也更貼近作者創作此曲的中

心思想與意念。第一章介紹舒曼的生平々第二章以簡單的樂曲介紹及分析表格呈現此

曲々 第三章則以第二章為基礎，以節奏、旋律、和聲、音樂的呼吸與樂段間的關聯性……

等，及大提琴和鋼琴聲部的互動關係，作為詮釋的探討，並在技巧上給予演奏者些許

的建議與提醒，期盼如此能幫助演奏者在演奏此曲時，能夠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將心

理層面及樂曲風格的轉折，更生動的呈現給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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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舒曼生平概述 

羅伯˙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出生於德國薩克森的次維考

（Zwickau）的書商家庭中，父親（August Schumann）對文學充滿熱忱，因此舒曼很

早就接觸文學，也養成喜歡看書的嗜好，進而對他的音樂和散文寫作產生很重要的影

響，也孕育他日後在浪漫樂派中的卓越表現。 

舒曼的母親瓊安˙克莉絲汀˙舒曼（Johanne Christiane Schumann）來自醫生世

家，她的父親和哥哥都是醫生，因此家族聲望極高，作風也相當保守。她本身有慢性

憂鬱症，對孩子的人格發展深具影響
1。  

舒曼於七歲時就學於私立學校，開始跟隨管風琴教師約翰˙哥特弗列德˙孔曲

（Johann Gottfried Kuntsch）學音樂々九歲時跟著父親去卡爾斯巴特，聽到鋼琴家莫

瑟列斯（Ignaz Moscheles）的演奏，因而引發了他對音樂的興趣和研習的心願。 

舒曼十六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姐姐自殺身亡，帶給舒曼極深的傷痛，也造成難

以抹滅的陰影，而原本想要就讀音樂院的志願，也因為母親及監護人的反對而作罷，

因此舒曼違背自己的心願，進入萊比錫大學研讀法律，但這無法阻止舒曼對音樂的熱

愛，他私下追隨鋼琴家非德烈˙威克（Friedrich Wieck， 1785-1873）學琴，也因此

認識了威克的女兒克拉拉˙威克（Clara Wiech， 1819-1896）。雖然舒曼有成為鋼琴

家的遠大志向，但因使用錯誤的練習方式，導致右手癱瘓，因此被迫放棄了夢想。 

舒曼與克拉拉經常一起討論對於音樂的想法與觀點，因此在朝夕相處中，培養出

                                    
1彼得〃奧斯華(Peter F. Ostwald)。《天使與魔鬼之舞—舒曼的一生》(Schumann: music and madness)。

張海燕譯，（臺北〆高談文化，2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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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的情誼，但兩人的戀情，卻受到威克的百般阻撓，舒曼與克拉拉展現了絕對的堅

持，終於在 1840 年，透過法律的判決，有情人終成眷屬。 

1834 年舒曼與朋友創辦了「新音樂雜誌」（Neue Zeitschrift fur Musik），目的是要

提供一個公開的園地為音樂界褒善貶惡，擔任主編長達十年之久。舒曼還創立了「大

衛同盟」，以此同盟的成員作為新音樂雜誌的評論員々經過舒曼的評論，蕭邦、蓋德、

布拉姆斯等人都成名了，而舒伯特、孟德爾頌也受到他的崇仰2。當時大多數的音樂

雜誌都相當保守，而舒曼用不同的筆名，推薦評論當時的音樂創作，並嚴詞批評守舊

的音樂家們。 

1854 年舒曼獨自出走，來到萊茵河上的一座橋，投河自殺。幸而馬上被人救起，

但他已神智不清，嘴裡嚷著沒有意義的話，於是被親友送至精神病院，1856 年，逝

世於波昂的恩德尼西（Endenich），結束了音樂文學家的一生。 

十九世紀的音樂家中，很少有人能像舒曼一樣，集結作曲家、文學家、評論家和

思維啟蒙於一身。除了作曲外，他透過自己創辦的「新音樂雜誌」，利用樂評力量，

將當時處於低迷的樂壇振興起來，而他自身的理念，就是「致力推展精緻的音樂藝

術」々 另一方面，他藉此雜誌提攜了蕭邦和布拉姆斯等音樂家的音樂創作。 

浪漫樂派的作曲家追求抒發、傳達個人情感的的特質，舒曼更是最典型的作曲家

之一。在其作品中，他將深厚的文學背景結合想像力注入音樂中，作品具有文學式的

音樂精神，因此產生擁有自傳特色且獨樹一格的作品。 

                                    
2 《你不可不知道的音樂大師及其名作 II》（The most famous musician In the World）。（台北〆高談文

化，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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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具有音樂心靈的書商之子，受到當代文學名家、及音樂居一切藝術首位的美

學觀點影響，最為崇拜的便是十八世紀著名小說家尚〄保羅（Jean Paul, 1763-1825），

例如〆《年少氣盛》（Flegeljahre）中以瓦爾特（Walt）及伍爾特（Vult）呈現兩個截然

不同個性的孿生兄弟，這影響了舒曼以創作弗洛瑞斯坦（Florestan）及尤瑟比斯

（Eusebius）來隱喻自己兩種矛盾的個性，這兩種極端的性格常先後或同時出現在舒

曼的作品中，造成極大的對比及張力，也讓作品因富於幻想的特質，而充滿焦慮的詩

意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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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樂曲分析 

舒曼居住在德勒斯登的五年（1845-1850），是他音樂創作的高峰期。他不但比其

他時期寫出更多風格迥異的曲子，也體認到自己最終的心願是創作大型的德國歌劇。

他同時擔任指揮，並協助別人舉辦音樂活動，然而這幾年舒曼過得很辛苦，陣陣的病

痛接踵而致，他常用「憂鬱」、「疲憊」、「虛弱」來形容自己3。 

1849 年戰爭在德勒斯登爆發，而舒曼的創意受到大革命的刺激，這一年的創作

豐富，「慢板與快板」就是此時期的作品。此時的作品有鋼琴獨奏曲、鋼琴二重奏、

藝術歌曲、器樂曲、聲樂作品、管弦樂曲、協奏曲、管弦合唱曲、分部合唱曲，以及

戲劇音樂。寫給希勒(Ferdinand Hiller)的信中提到〆「我一直忙個不停，這真是豐收的

一年，彷彿外在的風暴更驅使我深入內在。因為唯有工作，才能使我從外界猝發的可

怕風暴中得到慰藉4。」 

慢板與快板這首曲子的調性是 A♭大調，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是慢板樂章，

第二部分為快板樂章，兩個樂章都是鋼琴與大提琴相互唱和，主旋律輪流出現在兩個

樂器上。這個作品原本是寫給豎笛和法國號的曲子，但是舒曼又將它改編給小提琴及

大提琴演奏。 

 

 

                                    
3
彼得〃奧斯華(Peter F. Ostwald)。《天使與魔鬼之舞—舒曼的一生》(Schumann: music and madness)。

張海燕譯。（臺北〆高談文化，2003），278。 

4彼得〃奧斯華(Peter F. Ostwald)。《天使與魔鬼之舞—舒曼的一生》(Schumann: music and madness)。

張海燕譯。（臺北〆高談文化，200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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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慢板 

慢板樂章的曲式為一段式的流水體，沒有明顯的分段，總共有 61 個小節，分為

五個樂段，在此樂章中，兩樂器的互動協調，且旋律交接緊密，每個樂句的尾音與下

樂句的起音大多相同，以下用表格來呈現〆 

【表 2-1】 

樂段 小節 調性 備註 

 

 

A 

 

 

1-15 

A♭：I-V 

 

E♭：V-I 

 

半終止 

 

B 

 

15-31 

 E♭： 

I-V-VI 

 

假終止 

 

C 

 

31-42 

E♭：V
7
 

 

A♭： I 

 

完全正格終止 

 

D 

 

42-50 

 A♭： 

I-V-I 

 

完全正格終止 

E 50-61 A♭：I 變格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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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快板 

快板樂章總共有 161 個小節，為有反覆的五段輪旋曲式（Coda 前的 ABA 為反覆

樂段），曲式為 A、B、A、C、A、B、A、Coda。  

由於快板樂章的樂句不似慢板樂章可以明顯的區分出來，此樂章的樂句較連貫，

所以快板樂章用小樂段來區分，以下用表格來呈現〆 

【表 2-2】 

樂段 小節 調性 備註 

 

A 

 

61-78 

A♭〆 

I-V
7
-V 

 

半終止 

 

 

B 

 

78-102 

e♭〆i-v 

f〆i-v 

A♭〆V
7 

 

半終止 

A 102-119 同上述 A 同上述 A 

 

 

 

 

 

C 

 

 

 

 

 

120-146 

 

 

B〆I 

 

 

 

 

B〆IV=E〆I 

 

 

 

A♭ 

由於 B 大調的同

音異名為 C♭大

調，因此在聽覺上

不似樂譜上轉到

遠系調之音響。 

 

採用共同和弦轉

調法進入 E 大調。 

E〆V-I 解決 

 

使用教會終止結

束 E 大調，隨即使

用同音異名轉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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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G♯=A♭）進入

139 小節之 A♭大

調。 

 

 

A 

 

 

146-163 

 

A♭〆 

II
 6

 5
-V

7
-V 

大提琴聲部前面

三小節主奏從下

中音 F 開始，之後

又完全回到 A 段

的音高。 

半終止 

B 163-187 同上述 B 同上述 B 

 

A 

 

187-195 

A♭〆 

I-V 

此樂段隨即進入

Coda，加強緊湊

感，因此沒有終止

示。 

 

Coda 

 

196-221 

 

A♭〆V-I 

217-218 小節之分

解和弦為屬七和

弦，但鋼琴的低音

聲部（bass）卻演

奏主音的長音，因

此提示了 A♭大調

的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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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演奏詮釋 

《慢板與快板》這首曲子，給聽者一種矛盾、情緒不穩定的感覺，筆者以拍分與

節奏造成音樂的流動特性，作為詮釋的主軸，首先從慢板部分來探討。 

3.1 慢板 

慢板樂章的樂曲性格是開頭與結尾相呼應，因此演奏者的情緒也是如此，起頭

（1-20 小節）最平靜，中段（20-42 小節）情緒起伏的波動變化大，到達慢板樂章的

高潮，而尾聲（42-61 小節）又回到先前寧靜的感覺，因此筆者在此用演奏者的情緒，

將慢板樂章分為三個階段〆起頭、中段、尾聲，本文先從起頭來探討〆 

3.1.1 起頭 

此階段從 1 到 20 小節，樂曲第一小節的鋼琴低音聲部為主音 A♭，大提琴則演奏

屬音 E♭，此完全五度構成和諧且寧靜的氛圍々從和聲上來看，大提琴的主旋律為 E♭- 

E♮-G-F，在第四拍時出現了經過音 E♮，配合上鋼琴增三度的音響效果，因此給人有不

安且猶豫的纖細情感々再從鋼琴高音聲部的節奏來看，舒曼使用弱起拍的寫作方式，

因此在演奏此節奏型態時，需要用吸氣的方式產生推動力，因而會有欲言又止的律動

感々而鋼琴低音聲部的長音，與大提琴的主旋律，在穩定中向前行進，所以筆者認為，

外聲部與內聲部配合起來，使聽者感受到寧靜中帶有些許不安的心情（譜例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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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1-1】1-3 小節 

 

演奏此曲時，一開始的長樂句以小聲（p）開頭，且音符時值較長，因此演奏者

的情緒需要非常穩定、平靜々而演奏 17 到 20 小節時，兩個樂器出現片段的曲調和主

題動機，與先前完整的樂句不同，且透過和聲及音程變化，開始醞釀出不同的情緒（譜

例 3-1-1-2）。因此，筆者從開頭的長樂句，與 17 到 20 小節的短樂句，來比較演奏者

在心裡哼唱樂句的方法與呼吸、運弓及抖音時所使用的不同技巧。 

【譜例 3-1-1-2】17-20 小節 

 

首先從內心哼唱與呼吸上探討，筆者在開頭需要用緩和且長的吸氣與吐氣，來穩

定自己的情緒與身體的節奏，讓生理與心理都能夠使樂曲表現出沉穩平靜的感覺々而

17 小節時，因樂句變短，筆者的吸氣轉變為頻率較急短的方式，但由於小樂句串聯

的樂段，要醞釀即將進入大樂句的高亢情緒，因此吐氣依然是長的，這時內心的哼唱

轉變為有張力的小樂句，從此可看出此兩部分的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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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抖音的幅度與運弓來看，為了配合樂曲開頭寧靜的感覺，筆者演奏時，大提

琴的第一個 E♭會先不抖音，長弓搭配較少的弓毛及靠近指板的音色，讓聲音呈現出

遙遠輕柔的感覺，緩緩地帶出來々因為起頭是從 p 開始漸強再漸弱，因此建議由上弓

開始，這樣漸強漸弱的感覺較為自然，也較不費力。而左手一開始靜止的狀態，需要

配合音樂的方向與表情，逐漸慢慢地開始抖音，振幅小且速度緩慢，兩手配合下來，

讓聲音從單薄的長音，逐漸溫暖起來，呈現輕柔且綿延的音色。 

在 17 小節時，筆者的抖音幅度，轉變成較大且快速，運弓也從輕柔變成較沉的

音色，並且在 E
♮到 G♭的減三度、B♭到 D♭的小三度（譜例 3-1-1-3），用持續音（tenuto）

的演奏方式，加強這二個音程的張力。筆者建議持續音的演奏技巧為〆拿弓的食指微

壓，讓弓的壓力變大、弓速變慢，並且加上抖音，聲音較會呈現有張力與緊度的感覺。 

【譜例 3-1-1-3】17-20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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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中段 

從 20 小節到 42 小節是樂曲情緒起伏最大的階段，此樂段到達慢板樂章的高潮，

首先從表情記號便可看出。本樂章從開頭到 27 小節都是小聲中的漸強漸弱

（ ），而在 23 小節中，雖然仍是以小聲為主，但舒曼第一次在慢板樂章中

使用 cresc.的表情記號，而不是侷限於使用 （譜例 3-1-2-1）々 由於 cresc.

的力度與張力，比 還強，因此筆者認為，舒曼在此向演奏者預告樂曲逐漸蘊釀

出不同的情緒，即將走向更有張力的表情力度。 

【譜例 3-1-2-1】23 小節 

 

在 28 小節中，第一次出現了突強（sf）的力度，帶出較強烈的感情々而 30 小節

時，樂曲的張力透過減七和弦特有的和聲效果，帶出第一個強後即弱（fp）的表情記

號，從 28 小節到 44 小節中，作者的表情力度，已不再拘泥於小聲中，開始有 sf、fp、

sfp 以及 f 的出現（譜例 3-1-2-2），且筆者發現，這些力度符號都放在附屬和弦上，因

此讓樂曲調性開始遊移，也多了緊張感々樂曲張力直到 40 小節使用漸弱（dim.）而

逐漸減緩（譜例 3-1-2-3），並在 42 小節時回到 A 樂段平緩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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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2-2】28-34 小節 

 

【譜例 3-1-2-3】40-42 小節 

 

此樂段的律動以二分音符的和聲進行向前走，且由上面譜例（3-1-2-2）可知，sf、

fp 及 f 的力度記號，大多集中在第三拍上。若以兩大拍來看四四拍，第二大拍為弱拍，

而整曲中，舒曼多次把張力強的表情與力度放在此拍上。因此筆者認為，作曲家欲透

過此手法，引導聽眾進入矛盾的情緒中，讓節拍有更多樣性的變化。 

舒曼在此樂段的開頭（20-23 小節），使用新的節奏素材（切分音）與鋼琴相呼應，

筆者認為作曲家利用切分音之累積與堆疊，蘊釀出較浮動的情緒（譜例 3-1-2-4）。而

在 20 到 27 小節中，樂曲的調區可分為兩部份，從 20 到 23 小節，以切分音堆疊的二

小樂句為 F 小調，24 小節回到 A♭大調的下屬和弦（譜例 3-1-2-5），使此樂句多了穩

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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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2-4】20-23 小節 

 

【譜例 3-1-2-5】20-27 小節 

 

從上面譜例（3-1-2-5）用方塊括起來的切分音小樂句看來，21 小節（第三拍）

為屬七和弦解決到小三和弦（22 小節），而 23 小節則解決到大三和弦，因此後樂句

較有確立感，筆者建議大提琴演奏 21 小節的小樂句時，配合樂譜上的表情記號 p，

及回應鋼琴小樂句的唱法，運弓以輕且快的方式，表現出輕而柔美的音色々而 23 小

節則可用中弱（mp）的音量演奏，弓速與 21 小節相同，都是快速的，但力道卻沉下

去，以展現兩樂句不同之音色。 

舒曼在 24 到 27 小節的樂句中，放入音階上行的素材，筆者認為作曲家想藉由 F

到 D♭的音響，連接 20 到 27 小節之調區，使音響在 F 小調（和聲小音階）與 A♭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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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間遊移，此音階素材在 27 小節到 E♭音（A♭大調之屬音）時確立調性，且舒曼在

25 小節鋼琴伴奏的部分使用三連音節奏，加強此樂句的推動力與方向感，襯托樂曲

醞釀的情緒。此樂句在 24 小節時，弓在 p 的音量中漸強，筆者建議在 26 小節八度大

跳的音程中，用壓緊與慢的弓速，靠橋演奏，並加上大幅度抖音，將張力完全展現出

來。 

從 24 到 27 小節的釋放後，接下來的呼吸又回到原先的長樂句，這時舒曼在樂曲

上使用 sf 和 fp（譜例 3-1-2-6），帶出樂曲不同的性格，以下筆者就這兩者來探討演奏

上的不同。 

【譜例 3-1-2-6】28-31 小節 

 

從演奏技巧來看，雖然 sf 與 fp 都必須做出強的力道，但在演奏兩者時，音響的

呈現卻有所不同〆演奏 sf 時，抖音快速，弓咬緊弦，拉出去後有力且快速的運弓，

呈現出突強的力道々而就筆者的角度來演奏 fp，會如同譜例所示（譜例 3-1-2-7）〆在

八分音符時用 f 的力道演奏，掛留的四分音符轉為 p。從技巧來看，演奏 f 的力道後，

將弓速瞬間放慢，並收回力氣，而抖音的幅度也配合弓速的快慢而改變，在 f 時瞬間

加快且振幅大，到 p 時速度放慢且振幅變小。為了與 sf 有更明確的差異，並強調演

奏 fp 的轉折，因此筆者建議在此使用 D 弦第四把位，如此可呈現較柔和的音色，也

可表現出較內斂的樂曲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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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2-7】fp 的演奏法 

 

大提琴旋律的下一樂句（32-42 小節），可謂是慢板樂章中最長的一句（譜例

3-1-2-8），此旋律在樂句開頭的一拍附點節奏中，力度就應到達 sf，因此演奏者要在

一拍內，將運弓的力氣匯聚到此力度上，而抖音的速度與力氣也要配合運弓，所以筆

者演奏時，會用整個身體一同下降的力氣，強調突強的份量感。之後的樂句隨著音型

的高低，透過漸強與漸弱，表現情緒張力的轉折，最後大提琴演奏此曲的主音（A♭），

從和聲上來看有回到家的感覺，而樂曲澎湃的情緒也走到尾聲，回到起頭的平靜。 

【譜例 3-1-2-8】32-42 小節 

 

中段（20-42 小節）的和聲、表情與情緒變化都很豐富，因此演奏時，建議要仔

細聆聽上述鋼琴豐富的和聲色彩，如此可幫助演奏者表現出更多細膩變化的音色。舒

曼在此樂段用了多種力度記號，筆者提醒演奏者在詮釋樂曲時，必須確切掌握表情記

號的演奏技巧，才能使樂曲的聲響呈現出忠於樂譜的深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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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尾聲 

尾聲從 42 到 61 小節，在此樂段中，演奏者的情緒回到起頭柔和的感覺，採用前

後呼應的手法。 

此樂段從大提琴演奏連續的長音開始（譜例 3-1-3-1），筆者認為第一個長音（A♭）

回到主音，欲令聽者有回到家（調性回歸）的感覺，因此演奏此音時，筆者的情緒會

逐漸沉澱下來々第二個長音 D
♮，舒曼使用 來加強它的方向感及張力，且

配合半終止的音響與弱起拍的重音，更強調推進到 E♭音的感覺。筆者建議演奏時，

可用身體的律動及重量帶動長音的張力，與鋼琴一同前進到屬七和弦々而演奏 E♭音

時，建議可加上持續音演奏，抖音速度稍快，讓半終止的音響與方向性更明顯。連續

四個小節的長音，雖然就譜面上看來會覺得單調，但透過和聲的變化，賦予每個長音

不同的意涵，也增加音響的豐富色彩。 

【譜例 3-1-3-1】42-45 小節 

 

46 到 50 小節這一樂句，從音色與情緒上看，又可分為兩個部份（譜例 3-1-3-2）。

46 到 47 小節為第一部分，筆者配合漸強的張力，讓樂曲流動的速度稍微加快，有往

前走之感々但在 D
♮音的時候，配合上延遲解決的和聲音響與漸弱之術語，情緒較和

緩，筆者在此將張力放鬆，使 D
♮音呈現出輕柔延伸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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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3-2】46-50 小節 

 

而第二部份是 48 到 50 小節，這邊八分音符琶音的大跳音程，因為經過和弦而延

續先前和緩的情緒，E♭到 C 的大跳運用輕柔的音色，與彈性速度（rubato）演奏，讓

此音程帶出有空間的距離感，如此能讓樂句聽起來較從容，樂曲的情緒也較緩和々而

D♭到 G 音的下行跳進，配合飽滿的正格終止和聲，也會拿捏時間，如此較有解決與

收尾感。  

接下來50到53小節，樂曲轉到D♭大調的和聲上，但舒曼在鋼琴的低音聲部運用

主音（A♭），讓音樂迴盪主調的音響，有延續原調的穩定效果（譜例3-1-3-3）。同

時，音樂配合鋼琴右手聲部的切分素材，讓整體情緒稍有浮動，因此樂曲有欲語還休

之感。此句旋律的安排上，舒曼在小聲的音量中，於鋼琴部分使用下五度模進之手法，

與大提琴的旋律相呼應，因此筆者認為作曲家欲藉模進之手法，以及越趨平靜的情

緒，讓聽者有「內心悵然若失」的感覺，筆者建議演奏此樂句時，弓速與抖音都平均、

緩慢的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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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1-3-3】50-53 小節 

 

在 54 到 57 小節，作曲家在鋼琴的高音聲部，帶出開頭之主題，並在最後的琶音

素材中，再次加強 D
♭
-F-E

♭的動機，展現頭尾呼應之創作手法。從大提琴聲部來看，

54 到 60 小節的長音，配合鋼琴半終止的和聲，延續前面惆悵的情緒，最後的長音 E
♭，

則在變格終止的和聲中，結束此樂章。 

筆者認為此時情緒的控制非常重要，從技巧上言，弓速要越來越慢，慢慢停止直

到剩下琴的共鳴々而抖音則要在長音快消失前加強，以保持內心情緒的張力，但不能

影響到長弓，直到弓停止。至於情緒上面，配合鋼琴變格中止的和聲（譜例 3-1-3-4），

使色彩變明亮，也讓音樂有憂愁逐漸昇華的感覺。筆者認為這裡的情緒要到達完全平

靜的狀態，因此演奏長音時，呼吸需配合鋼琴的節拍，越來越和緩，在鋼琴的和弦演

奏完畢前，身體也要完全靜止，如此才可將慢板與快板的對比，確切地顯現出來。 

 

 

 

 

 



20 

 

【譜例 3-1-3-4】54-61 小節 

 

 

在慢板樂章中，大提琴的主旋律與鋼琴的低音線條相呼應，此二聲部大多透過音

值較長且在拍點上的音符，建構出安穩前進的旋律線々而貫穿整首慢板的弱起拍搖擺

及切分音型，則呈現出不安且帶有焦慮感的內聲部和聲。此兩者對比的性格，形成某

種在矛盾中拉扯的張力，好似醞釀著將在快板樂章中爆發出的熱情。筆者在此提醒演

奏者，演奏大提琴的旋律線條時，要聆聽鋼琴的和聲色彩，與之呼應，如此較能展現

室內樂作品（Chamber music）之迷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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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快板 

快板樂章銜接慢板樂章的第四拍（弱拍）上，標示鋼琴要用 f 的力度來演奏第一

個和弦，筆者認為舒曼用此寫作手法，欲讓聽者有出其不意之感，以下為筆者之說明〆 

一、 此樂章一開始就以 f 的音量，透過鋼琴強而有力且飽滿的 A♭大調主和

弦，在後起拍以出其不意的手法劃破寧靜，且緊接著出現大提琴快速的

三連音音群，使情緒瞬間從慢板的寧靜安詳中抽離，壟罩在熱情奔放的

性格中（譜例 3-2-1）。 

【譜例 3-2-1】60-63 小節 

 

二、 舒曼在慢板的最後一小節，標示緊接著下去立刻演奏，不需停頓

（attacca）之術語，但卻在第三拍的休止符上放置延長記號（fermata）。

筆者認為作曲家在此運用延長記號，欲讓樂曲消失於寧靜的氛圍中々而

在 attacca 之後，演奏者透過快速且強而有力的呼吸，瞬間凝聚進入快

板樂章，迅速與熱情（Rasch und feurig）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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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板樂章為一輪旋曲式，以下筆者就 A（61-78、102-119 小節、146-163、187-195

小節）、B（78-102、163-187 小節）、C（120-146 小節）、尾聲（196-221 小節）四個

樂段來探討，並加以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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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A 樂段 

此樂段大提琴的音域是 A、B、C 三個樂段中最廣的，從 c 到 e♭
2
，快板中最低

與最高的音都出現在此（譜例 3-2-1-1）々 大提琴聲部以大跳音程的快速三連音連續音

型（譜例 3-2-1-2），讓聽者從慢板樂章沉穩、緩和的感覺，進入到有強烈推進力，並

帶有緊迫感的熱情中，即快板開頭之術語〆快速與熱情如火（Rasch und feurig）。 

【譜例 3-2-1-1】68 小節                            74 小節               

                                  

【譜例 3-2-1-2】61-63 小節  

 

    從譜上舒曼使用的表情記號〆f、sf、crecs.、 與 ff，可得知此樂段使用強

烈的力度記號，讓樂曲有生氣勃勃、充滿魄力的性格，也驅使音樂向前推動，往熱情

蓬勃的性格邁進々且此樂段沒有出現漸弱的指示，因此樂曲的情緒不斷向上爬升，帶

給聽者輝煌燦爛的感受。 

    舒曼在鋼琴第 62、63 小節出現的和弦中，使用音量飽滿的 f 與“ ”

（staccatissimo）的彈奏方式（譜例 3-2-1-3），使和聲簡潔有力且果決々在 64、65（譜

例 3-2-1-4）與 69 小節（譜例 3-2-1-5）的八度音程上，標示出“ ”（accent）的

力度，加強低音聲部向前邁進的肯定與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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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1-3】62-63 小節  

 

【譜例 3-2-1-4】64-65 小節                                            

 

【譜例 3-2-1-5】69 小節 

 

此樂段的開頭以鋼琴彈奏 A♭大調的主和弦，帶給大提琴推動的力量。整個樂段

調性一致，帶有凱旋的英雄氣魄。 

為了將此樂段迅速與熱烈的情緒呈現出來，筆者建議幾乎全部使用 A 弦演奏

（61-67 小節），使快速的節奏配合上明亮的音色，帶出絢麗燦爛及一氣呵成的感覺（譜

例 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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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1-6】61-78 小節 原譜之奏法 

 

筆者之奏法 

 

    演奏快速的三連音節奏時，下弓時用力，上弓則手腕放鬆推回來，並可透過快

速抖音，及靠橋演奏來加強力度與精神抖擻的感覺，筆者提醒演奏者，弓不能壓力過

大，每個音的共鳴才會好。 

另外，為了強調此樂段激昂的情緒，建議運用重音（accent）與持續音，來加強

聲音的飽滿與力度。 

舒曼在 65、66 小節音階上行的最高音 D♭，寫上突強的力度（譜例 3-2-1-7），筆

者認為演奏時可透過重音、持續音與抖音的技巧，強調音階上行的每一個音符，讓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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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方向感更明確，如此支撐 D♭音的突強力度，也會更有肯定感。 

【譜例 3-2-1-7】65-67 小節 

 

    接著 68 到 69 小節的琶音音型（譜例 3-2-1-8），音域從此樂段的最低音 C，往上

爬兩個八度，建議同樣運用重音、持續音及抖音，來演奏琶音音型的兩個 C 音，加

強其節奏感。筆者希望可以讓樂句的層次更明顯，因此在 70 小節突強的 D♭音，運用

持續音來演奏，使音色有較抒情的音響效果。 

【譜例 3-2-1-8】68-71 小節 

 

    最後在74小節（譜例3-2-1-9），作曲家同樣採用音階上行的手法，在此樂句的

最高音E♭，運用快板中最強的音量術語ff，強調此音及三連音主題素材。演奏主

題時，筆者建議此高把位明亮的音色，可運用持續音、重音和快且振幅大的抖音

來強調ff之力度，展現出高亢的熱情。 

【譜例 3-2-1-9】74-76 小節 

 

在此樂段中，筆者曾因快速的節奏、大跳的音程導致左右手的不協調，而使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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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音不平均，以及身體太僵硬而讓音色緊繃々左手大跳的部份，也曾因情緒緊張而影

響生理，以致於關節無法自然地伸展。因此筆者建議，在練習此樂段時，注意要放鬆

右手拿弓的手腕，左手則需不斷練習大跳換把位的預備動作及音準，先用慢速練習，

並仔細聆聽大提琴發出的共鳴來調整，如此可減少大跳不夠準確的窘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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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B 樂段 

B 樂段首先由鋼琴奏出貫穿整曲的三連音節奏，並將鋼琴與大提琴的小樂句穿插

其中（譜例 3-2-2-1），此小樂句承接慢板樂章的旋律素材（譜例 3-2-2-2），使用其音

樂元素，節奏為 ，因符值較大，且此樂段的三連音節奏使用級進，所以讓速

度感覺較慢，也較從容。 

【譜例 3-2-2-1】78-81 小節 

 

【譜例 3-2-2-2】17-18 小節 慢板之旋律素材 

 

   樂曲從 A 樂段大調明亮且強而有力的半終止和聲，瞬間轉換到 B 樂段 E♭小調的

小三度音程，鋼琴內聲部用 G♭-F-E♭構成圓滑的三連音♭，在小聲中好似有原地反覆

的猶豫心情（譜例 3-2-2-3），讓聽者察覺出 A、B 樂段性格的轉換。 

【譜例 3-2-2-3】78-7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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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起頭的和聲發展出陰鬱氛圍後，鋼琴的高音聲部在 79 小節，由 A
♮-C♭-B♭構成

減三度音程的小樂句，透過漸強漸弱之術語，其張力令聽者感受到晦暗的緊迫感。筆

者建議，在此可運用弦樂器微調之音準，突顯和聲色彩的明暗度，藉此將舒曼神經質

的纖細情感，刻畫得更為鮮明與深刻〆 

大提琴在 80 與 82 小節都有出現減音程，第一次是 E
♮到 G♭，G♭可以拉出比鋼琴

音高稍微偏低的音準，且用弓壓弦，讓緊密的音色加強減音程帶來的緊張感々第二次

是 F♯到 A♭，在演奏 F♯時，演奏者可以讓音準較高於鋼琴，如此音色亦較亮，而 A♭

音較低於鋼琴，音色相對地較暗，帶給聽者更明顯的壓迫感，也較可突顯此樂段憂鬱

的特質（譜例 3-2-2-4）。筆者在此提醒演奏者，演奏時音準還是不能偏離鋼琴太多，

才不會喪失了和聲的功能。 

【譜例 3-2-2-4】80-83 小節  原譜之奏法 

 

演奏 時，需透過抖音及運弓，表現出樂句的張力。在 G♭及 A♭上，將

抖音變快變大，並用弓壓弦，使聲音形成較大的張力。筆者建議將此三個音連為一弓，

如此樂句會較抒情和圓滑（譜例 3-2-2-5）。 

【譜例 3-2-2-5】80-83 小節  筆者之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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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在此樂段使用小調之和聲進行（主和弦到屬和弦），並運用模進的手法連續

轉調〆79 到 80 小節為 E♭小調々而 81 到 82 節裡，鋼琴的低音聲部爬高大二度到 F

小調，因此從 78 到 83 小節中，聽者會感受到樂曲在小調中轉換，和聲色彩充滿變化

（譜例 3-2-2-6）。之後 84 小節開始，調性又回到大調上，因此聽者在和聲中會感受

回到大調的明亮感（譜例 3-2-2-7）。 

【譜例 3-2-2-6】78-83 小節 

 

【譜例 3-2-2-7】84-85 小節  

 

86 小節回到 A♭大調，在 93 小節鋼琴低音聲部的和弦中，舒曼用半音階上行之

手法（譜例 3-2-2-8），讓樂曲有逐漸攀升的趨勢。B 樂段的樂尾，和聲以兩大拍的切

分音節奏改變樂曲律動的重心，並透過模進的手法，及鋼琴右手旋律的正格中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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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有力地回到 A 樂段（譜例 3-2-2-9）。 

【譜例 3-2-2-8】93-95 小節 

 

【譜例 3-2-2-9】101-104 小節 

 

筆者希望從 B 樂段回到 A 樂段的銜接較為自然，因此建議在運弓時，以譜例標

示數字的樂句為單位（譜例 3-2-2-10），弓速與運弓一句比一句快且大，讓每個樂句

的力度逐漸增強，並且在演奏 E
♭的長音時，透過彈性速度（rubato）將速度加快，將

A 樂段興奮明亮的情緒帶出來。 

【譜例 3-2-2-10】94-103 小節 原譜之奏法 

 

從樂句的音色來看，為了突顯 95 小節 fp 的 D♭音，因此筆者建議可從此音開始

用 D 弦演奏，使之呈現較溫柔的音色々在 97 小節回到 的節奏時，再度回到

明亮的 A 弦演奏，這樣銜接到 A 樂段時會更有整體感（譜例 3-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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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2-11】94-103 小節 筆者之奏法 

 

B 樂段之旋律在大提琴與鋼琴間游走，加強了兩樂器的互動與緊密性，且舒曼在

此樂段使用調性轉換，以及運用 強調減音程的張力，讓此樂段賦予聽者較

陰晴不定之感。筆者在此似乎感受到作曲家神經質一面，但穿插上大調的明亮色彩，

又讓此段稍有果決感，因此建議演奏者，在演奏此樂段時，張力的對比（ ）

可盡量明顯々回到大調時，樂句流動的方向要明確，如此可讓樂曲的音樂性格更加鮮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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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C 樂段 

C 樂段是 A、B、C 三個樂段中，音域是最低的。從大提琴聲部運用低音譜表，

以及開頭標示的術語〆稍微平靜、安靜（Etwas ruhiger），顯示此樂段在較低沉的音

域中，呈現出平穩、寧靜的情緒。 

C 樂段的調性回到穩定的大調，且舒曼用同音異名（Enharmonic）的手法，將

C♭大調寫成 B 大調（譜例 3-2-3-1）。筆者認為升記號會帶給聽者上昇地救贖感，加

上此樂段閒靜從容的氛圍，使樂曲有溫馨與希望的感覺。 

【譜例 3-2-3-1】120-123 小節 

 

節奏素材上，大提琴透過緩慢的節拍、旋律線長的樂句（譜例 3-2-3-2），扮演較

為安穩的角色々而鋼琴右手聲部的和聲，延續慢板樂章之切分音節奏（譜例 3-2-3-3），

此節奏在慢板中具有推動力與催促感，在此卻與大提琴的旋律附和，呈現出合諧的狀

態。 

【譜例 3-2-3-2】120-123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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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3-3】50-57 小節 慢板之切分音節奏 

 

透過大提琴與鋼琴的外聲部旋律線來看，在 120 到 129 小節時，鋼琴使用下完全

五度之模進手法，緊追在大提琴後，而到 129 小節則將主副關係對調（譜例 3-2-3-4）々

且每個樂句之開頭關係緊密，更加強了緊湊地呼應關係。筆者認為作曲家使用兩樂器

交替追隨的手法，表達兩者同樣重要、互動關係協調。綜合上述之探討，筆者感受到

兩個樂器在此樂段，展現出纏綿悱惻的情感。 

【譜例 3-2-3-4】120-134 小節 

 

    從 120 到 138 小節（譜例 3-2-3-5），筆者希望大提琴可呈現溫暖的音色，因此建

議使用 D 弦演奏 C 樂段的前半段（譜例 3-2-3-6），而運弓用靠指板的音色來襯托，



35 

 

並加上稍快的抖音，更能加強此特性々譜上的漸強指示，應以開頭標示的術語（沉靜、

寧靜）為依據，因此筆者認為力度對比不需太大，建議在此都以 120 小節標示的小聲

為基礎々此樂段較為寧靜和緩，筆者建議由大提琴的樂句來帶動其方向性，呈現出音

樂的流動感。 

【譜例 3-2-3-5】120-147 小節  原譜之奏法 

 

【譜例 3-2-3-6】120-147 小節  筆者之奏法 

 

模進手法直到 137 小節出現些許的變化〆在大提琴旋律的句尾，舒曼用二分音符

的切分節奏做發展，鋼琴右手聲部則回到 A 樂段的三連音素材，筆者認為作曲家用

此節奏，提示樂曲即將回到 A 樂段（譜例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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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3-7】137-138 小節 

 

大提琴演奏切分音時，舒曼透過鋼琴低音聲部的推動、右手和聲的發展，讓樂曲

有即將回到 A♭大調的色彩，筆者希望在此強調音樂的方向性，因此二分音符需是有

彈性的音色〆建議演奏第一拍時弓撐住，在第二拍稍微放鬆，而隨著漸強的力道，撐

住的時間越來越長，以此加強旋律之前進感（譜例 3-2-3-8）。 

【譜例 3-2-3-8】切分音的演奏法 

 

樂曲在 139 小節回到 A♭大調，樂曲性格也再度轉變，筆者在此想要表現出性格

分明的特色，因此建議用改變力度，與換弦的音色呈現（譜例 3-2-3-9）〆在 139 到 140

小節，用稍重的運弓，展現較渾厚的音色，使之有回到主調（A♭大調）的確定感々

從 141 小節開始，抖音與運弓，再次加大振幅與弓速，且運用 A 弦明亮的音色，帶

動回到 A 樂段的明快感。 

【譜例 3-2-3-9】139-147 小節 

 

C 樂段是快板中，唯一整個樂段使用切分音素材，並用其表現出較具安定感的樂

段。快板樂章中的三樂段，樂曲性格都很鮮明，若從輪旋曲式（A、B、A、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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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銜接來看，A 樂段到 B 樂段，筆者認為有從積極亢奮的情緒，跳到陰晴不定的

樂曲性格中々而 A 樂段銜接到 C 樂段，則有從精神奕奕的勝利感，瞬間轉換到柔和

色彩的從容、安閒感々 因此從上述的觀察中，可大致了解此三樂段之性格與樂曲風格，

以及音樂銜接之情緒轉折，以作為演奏者參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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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尾聲 

此樂段銜接 A 樂段激昂高亢的樂曲風格，且舒曼多次運用反覆的技巧，加強樂

思的意念、增強樂曲情緒的感染力〆首先在 198 到 199 小節反覆前兩小節的樂句（譜

例 3-2-4-1），使音樂的張力持續延伸。為了維持樂曲的高亢地情緒，筆者建議在演奏

sf 的長音後，回收些許力氣，但張力要維持住々而 198 小節反覆時，再度強調 C、D
♮、

E♭三音，引導樂曲的情緒，使之保持高昂。 

【譜例 3-2-4-1】196-199 小節 

 

在 204 到 205 小節，舒曼再度透過反覆的手法加強樂思的意念（譜例 3-2-4-2）。

在音階下行漸強的樂句後（200-201 小節），筆者建議運用突弱（sp.）的音量，以出

其不意的音效吸引聽眾的注意力，以下為建議使用此手法較可呈現的音響〆 

一、    從較低音域，漸強到突強，可將力度的對比襯托出來。 

二、    此抒情樂句反覆的張力，可為最後一次以 ff 為力度的主題再現做鋪陳，     

更可鮮明地表現出此樂句的明確與直接（譜例 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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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4-2】200-207 小節 

 

在 206 到 209 小節中，舒曼把最後一次再現的主旋律音程，從小六度（C-E
♮、

A♭-C）改成完全四度（C-G、A♭-E
♮），且再度使用反覆的手法加強樂曲張力（譜例

3-2-4-3）。筆者建議可穿插使用 D 弦稍柔的音色，讓樂句回到 A 弦時，因明亮朝氣的

音色，呈現出奮力上衝的力量。 

【譜例 3-2-4-3】206-209 小節 

 

接下來鋼琴彈奏穩固的 A♭主和弦時，大提琴奏出手法類似裝飾奏（Cadenza），

帶有炫技意味的琶音樂句（210-211 小節），筆者建議在此可用較自由（rubato）的速

度延伸樂句張力々接著舒曼使用旋律齊奏（unison）之手法，奏出正格中止之肯定感

（譜例 3-2-4-4），一起有力地邁向更快的速度（Schneller）。從 Schneller 開始，和聲



40 

 

在主和弦與屬七和弦間徘迴，讓樂曲在期待解決的音響中延續其亢奮地張力（譜例

3-2-4-5）。 

【譜例 3-2-4-4】210-213 小節 

 

【譜例 3-2-4-5】213-216 小節 

 

在 217 到 218 小節中，鋼琴高音聲部用分解和弦的手法演奏屬七和弦，大提琴也

奏出其七音的長音，強調此和弦待解決之音響々但鋼琴的低音聲部卻彈奏八度主音

A♭，筆者認為舒曼欲透過長音的聲響，提示並鞏固其和聲色彩（譜例 3-2-4-6）。大提

琴的長音部分，筆者建議可從小聲開始醞釀氣氛，配合鋼琴上行的旋律，與之一同漸

強，帶入到 sf 的力度。在此提醒演奏者，演奏八拍的長音時，分配好弓長與控制好

弓速是很重要的，如此較可避免在力道最強且需維持住張力時，反而沒弓可用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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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2-4-6】217-218 小節 

 

作曲家在 219 小節使用兩樂器反向之手法（譜例 3-2-4-7），加強樂曲和聲的穩固

感，及往外擴展的張力。筆者建議演奏結尾最後三個四分音符時，可配合鋼琴跳音的

和弦，一同收回力道，讓快板在簡潔有力的和弦中，燦爛的結束。 

【譜例 3-2-4-7】219-221 小節 

 

    舒曼在尾聲中，延伸了 A 樂段高亢的情緒，且曲中多次運用反覆的手法，增強

樂思的意念，也拓展樂曲的層次，使之展現出極致的熱情。筆者在演奏時，曾因為弓

壓太緊，使音色沒有彈性，而無法襯托出尾聲所需的情緒，因此演奏出熱情並有彈性

的音色，是筆者經常練習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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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綜合上述章節所述，筆者發現到舒曼創作《慢板與快板》時，藉由作曲手法，樂

曲的動機、素材，以及兩個樂器間的互動，讓此曲展現出極富張力的樂曲性格與豐富

色彩。 

    演奏這首作品時，除了透過樂曲詮釋了解其創作手法的運用，更讓筆者在詮釋時

增加多方面思考〆更精確、整體性的讀譜，筆者觀察到術語的運用，使樂曲的性格更

鮮明々看似簡單的旋律線條，卻蘊藏著張力豐富的樂曲情感々曲中延遲解決的和聲手

法，增強了音響的張力、轉調及附屬和弦的運用，更豐富樂曲的色彩與情緒變化々而

原本單調的節奏素材，加入和聲的變化與內外聲部的旋律線條後，賦予整曲極其纖細

的情感，舒曼神經質的特性，蘊藏在其中々作曲家在曲中運用兩樂器輪唱、呼應與問

答的手法，是室內樂作品中，最吸引筆者的地方，在探討此曲後，也讓筆者更加了解

樂器互動的重要性與樂趣。                                                                                

    讓筆者驚喜的收穫還有，藉由音準微調的小動作，就可輕易變化音色的明暗度，

增強音樂的張力，筆者演奏此曲時，多次運用此手法，讓樂曲情緒的對比更鮮活々而

從樂曲性格、情緒的轉換，可感受到作曲家雙重人格的面向。以快板為例，許多情緒

的轉折，顯示出舒曼內在情感的強烈起伏〆不斷地在熱情、憂愁與閒靜的氛圍中迴旋。 

舒曼為自己取的兩個筆名〆弗洛瑞斯坦與尤瑟比斯，前者表現他本性中熱情光明

的一面，後者則反映其神經質並帶有憂鬱焦慮的內向個性。而聆聽快板樂章時，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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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似感受到此二人格，不斷地交錯其中，樂曲在其變換的性格中，張力的對比更鮮明。

藉由了解作曲家的個性與人格，也幫助筆者在表現樂曲時，有更深刻的了解與詮釋。 

筆者經過撰寫本文，確切了解演奏樂曲不只是隨自己的喜好，更要有所依據，如

此在演奏時，才會讓音樂的詮釋更有說服力，也更貼近作曲家想要表達的音樂意念。 

在研究這首樂曲的同時，筆者希望在台灣能有更多的人了解並喜愛這首作品，本

論文若有不足之處，希望讀者能不吝指導，並希望這份報告能為對《慢板與快板》有

興趣的讀者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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