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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十九世紀後期的法國在音樂發展上，由於詩學的意識形態引發了

美術的視覺革命繼而影響到音樂的創作。在各類藝術相互衝撞

下，讓法國音樂激盪出非凡的特質，尤其是法語特有的音韻及語

法，透過文藝詩壇致力耕耘，讓法語成爲世界公認的優雅語言。

而原本就如歌唱般的詩詞經由作曲家的巧思，轉化成風格獨特的

藝術歌曲。 艾曼紐•夏布里耶 ( Emmanuel Charbrier, 1841-1894 ) 為

十九世紀後期的法國作曲家，原專職公務員，在看完華格納歌劇 

《 崔斯坦與伊索德 》 ( Tristan und Isolde ) 受到相當的激勵，致使

中年的他決心轉行為專業作曲家。半路出師的夏布里耶，在音樂

創作上沒有學院派的規則約制，偏愛使用半音、裝飾音、突變的

節奏與力度變換等出奇不異的手法，讓他的音樂深具戲劇性和俏

皮逗趣的風格。本論文以夏布里耶1890年所出版的六首法文藝術歌

曲為主題，全文共有七章，介紹作曲家的生平和作曲風格，主要

著重於詩詞及樂曲分析和演唱詮釋。歌曲内容以愛情和動物農莊

及自然景物為創作素材，歌詞採用象徵派詩人米卡埃爾 ( Éphraïm 

Mikhaël, 1866-1890 ) 、羅斯丹( Edmond Rostand, 1868-1918 ) 和傑拉

德（ Rosemonde Gérard, 1866-1953 ) 的詩，藉由這六首 《 幸福

島 》 、 《 花團錦簇 》 、 《 小鴨子田園之歌 》、 《 蟬 》 、 



《 大火雞之歌 》 、《 粉紅豬的田園曲 》 歌曲的研究，讓更多人

認識象徵詩派的文字和樂曲的結合，所呈現出充滿繪畫風格的法

國藝術歌曲。 關鍵字：艾曼紐•夏布里耶、法文藝術歌曲、象徵

詩派、印象畫派 

摘要(英)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ench music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walked out w

ith its own style gradually. This was due to the impact of mix art in France 

where the French poetry influences paint art, and the element of visual art o

n French music. Besides, French poems, which established as the most eleg

ant language, have their own prosody, diction and grammar. When the lyric

s of the melodies are adapted from these poems, the melodies appear smoot

h and sound graceful. Emmanuel Chabrier, a French composer in the late 19

th century and who was also a clerk in the ministry, was greatly inspired wh

en he heard Wagner��s Tristan und Isolde. He later resigned from the mi

nistry and devoted himself entirely to composition. Chabrier liked to use hal

f notes, grace notes and rhythmic changing structures as his compositional d

evices to make his music dramatic and adorable. The thesis, based on Chabr

ier��s six m?lodies: ��L��?le heureuse��, ��Toutes les fleurs

��, �� Villanelle des petits canards���A ��Les Cigales��, 

��Ballade des gros dindons�� , ��Pastorale des cochons roses�� 

was published in 1890 as studying theme to explore the relevant references 

of his life style and music styles as well as introducing the poet of lyrics, th

en further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x m?lodies. Keywords: Emma

nuel Chabrier, M?lodies, symbolist poetry, impressionist art  

論文目次  

參考文獻  

論文頁數  

附註  

全文點閱次數  

資料建置時間  

轉檔日期  

全文檔存取記錄  

異動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