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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ozart Così fan tutte Overture 

摘

要

(中) 

莫札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在音樂創作上最重要的領域之一為歌

劇，他曾公開表他最喜歡歌劇。從十一歲起他就開始了歌劇的創作，他一

生寫了二十二部歌劇。但是真正成熟的作品都是他 1780 年代以後的作

品。 十八世紀後期維也納在約瑟夫二世 (Franz Joseph II) 的執政下，音樂活

動非常活躍，其中義大利喜歌劇 (Opera buffa) 是一重要劇種。莫札特在維

也納期間與義大利詩人達．彭特 (Lorenz da ponta) 合作過三部喜歌劇，其

中最後一齣是 1790 年的《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劇本中由於對戀

愛、婚姻關係上持有獨特觀點，該劇演出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曾經受到不

少人的譴責，認為是「不道德」、「蔑視婦女的惡劣行徑」等批評。但

是，不論人們對劇本的評價如何，莫札特是以認真嚴肅的態度去譜寫音

樂。他的序曲式簡短並具有詼諧風格，巧妙地把全劇的主要機調「她們全

都一樣」(Così fan tutte) 放了進去。當三個男人一起唱出此句後，莫札特才

使觀眾領會到劇本作者的諷刺意味，作曲家與劇作家才同步一致。這種處

理方法使劇中表達的感情深化，而且加強了戲劇效果。 從總體來看，這部

歌劇的音樂具有典型的莫札特風格：在輕快活潑的旋律下隱藏著心酸和痛

苦。因此本文以此劇的序曲為研究對象，試圖探究其中音樂的刻劃，以及

樂曲結構所隱含的戲劇意涵。藉由更廣泛的角度去了解一個偉大天才的多

重面貌，更是藉由此向十八世紀那一個義大利歌劇的黃金年代致上崇高的

敬意。  

摘

要

(英) 

Abstract Opera plays a key role in Wolfgang Amadeus Mozart’s music 

compositions. Mozart openly admitted his love for opera and wrote his first opera at 

the age of 11. He proceeded to write 22 operas throughout his life. Only after the 

1780s, did Mozart finally reach artistic maturity in his music compositio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Franz Joseph II, 

Vienna had a lively music scene whilst Italian comic opera, “Opera buffa,” was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of play at the time. Mozart collaborated with 

Italian poet Lorenz da Ponta on 3 opera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ing his view of 

love and relationships in Così fan tutte (the last of 3 operas). When Così fan tutte 

was first performed on the stage, it was considered socially unacceptable, and was 

criticized as “immoral,” “reveals the strongest contempt for women,” etc. 

Despite comments and criticisms, Mozart remained strong and focused on 

composing music. The motif Così fan tutte (Thus do they all) is ingeniously carved 

into this short playful, overture. For the playwright and composer working hand in 

hand on this particular piece, Mozart arranged three men singing the phrase, so that 

audiences could have an immediate grasp of the playwright’s actual sarcasm and 

humour. This not only adds to the dramatic effect, but builds a deep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the pla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usic style of this opera is typical of 

Mozart: rhythmic wit and liveliness with a hint of melancholy and emotional 



suffering. The overture of this opera was the subject of this research. With an 

attempt to examine the music composition and dramatic implication of the music 

structure, we aim to gain a broad understanding and reveal different angles of this 

genius while showing our heartfelt respect to the 18th century - the golden age of 

Italian opera. Keywords: W. A. Mozart, Così fan tutte, Ove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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