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特萬格勒～世紀巨匠的完全透典】

初版二刷勘誤表

資訊新增及勘誤

初版頁數 段落行數 原文 初版二刷修正

p.04 目錄第 3行 推薦序 3 －黃裕昌    012 推薦序 3 
－黃裕昌   011

目錄第 4行 增加 -推薦序 4 
－孫家璁    012

p.11 「推薦序」生命中的火熱
動力 (黃裕昌著 )挪至此
頁

p.12 原為「推薦序」生命中
的火熱動力 (黃裕昌著 )

改為新增「推薦序」聆聽
的重要：blue97 教大家
的事 (孫家璁著 )

p.34 最後一段、第 2行 巴 伐 利 亞 市 立 管 弦
樂 團（Bayer i schen 
Staatsorchesters）

巴 伐 利 亞 州 立 管 弦
樂 團（B a y e r i s c h e 
Staatsorchester）

p.39 第二段、最後一行 此外，透過法國協會購
買，可省掉匯款的不便。

結尾增加【註釋 18】
本文完稿後，德國廠牌
Orfeo 也發行了獲得正式
授權的實況版，唱片編號
為 C754 081B，這是協
會盤之外，目前收藏這個
版本的唯一管道。

p.94 表格、倒數第 2行 Titania Palast, Berlin Haus des Rundfunks, 
Berlin

p.101 第六段、第 1行 1964 年，福特萬格勒逝
世 10 周年，DG 唱片公
司推出 5 月 27 日的錄音
向大師致敬，這場演出才
第一次曝光。

1961 年，DG 唱片公司
首度推出 5月 27日上演
的《命運》交響曲，這個
傳奇錄音才正式曝光。

p.117 表格、第二排第 1行 della RAI de l la  RAI  Orches t ra 
Sinfonia di Roma

p.134 表格、第 6項 1951/05/27 1951/10/27

p.172 第三段、第 1行 1920 年 4 月 27 日生於
義大利的薩巴塔

1892 年 4 月 10 日生於
義大利的薩巴塔

p.175 第一段、倒數第 2行 Opus Opus Kura



p.182 第二段、第 3行 Francesca da Rimin Francesca da Rimini

p.186 第四段、第 1行 1968 年，這份 SP 的
《悲愴》名演

1958 年，這份 SP 的
《悲愴》名演

p.194 第一段、第 4行 擔任獨奏的第一號 擔任獨奏的貝多芬第一

號

p.201 第二段、第 4行 他在後來的歲月裡，也

只錄過第四號交響曲。

他在後來的歲月裡，也

只錄過第四號交響曲及

《大地之歌》。

p.210 第一段 「托斯卡尼尼是在交響

樂中尋找表情，福特萬

格勒則是表情明朗、輪

廓鮮明，而福特萬格勒

指揮的作品則是充滿亮

點和暗影圖畫，在同一

個時間，整體的不同部

分或對立、或關聯。」

「托斯卡尼尼是在交響

樂中尋找表情，福特萬

格勒則是表現一種不斷

發展的表情，托斯卡尼

尼指揮的器樂作品是ㄧ

件浮雕，表情明朗、輪

廓鮮明，而福特萬格勒

指揮的作品則是充滿亮

點和暗影圖畫，在同一

個時間，整體的不同部

分或對立、或關聯。」

p.217 第一段、第 3行 及隔年 1 月 11 日到 12 
月 17 日為 EMI 錄製的
錄音室版

及隔年 1 月 11 日到 12 
日及 17 日為 EMI 錄製
的錄音室版

p.239 第二段、第 5行 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

第二樂章之間

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

第三樂章之間

錯漏字修正

初版頁數 段落行數 原文 初版二刷修正

p.15 第五段、第 1行 開始淺談載福特萬格勒 (頁面變動至 16頁、第一
行 )
開始淺談福特萬格勒

p.20 第 3行 Orchestr Orchestra

p.21 第 6行 第一次再 第一次在



p.37 「第一樂章觀眾雜訊
比較」表格第 2行

工程WFHC-013 WFHC-013

p.70 「1937 年倫敦版」表
格第 2行

Queens Hall Queen's Hall

p.74 第一段、第 1行 貝多分 貝多芬

p.82 第一段、第 4行 節奏興感情 節奏與感情

p.99 第五段、第 1行 福特萬勒大戰時期 福特萬格勒大戰時期

p.100 第二段、最後一行 他與樂團德合作的音樂

會

他與樂團合作的音樂會

p.117 表格、第二排倒數第

2行
itania Palast Titania Palast

p.118 第三段、第 4行 Ailegro Allegro

p.182 頁尾、註 1 フルトヴェングラーの

モーツァルト、ソシテ

チャイコフスキー

フルトヴェングラーの

モーツァルト、そして

チャイコフスキー

p.196 第六段、第 1行 寫給有人 寫給友人

p.200 詩文第 4行 weite Welt eschickt. weite Welt geschickt.

詩文第 5行 Da mußt ich Abschied 
nehme

Da mußt ich Abschied 
nehmen

p.203 第三段、第 1行 錄音室版的原 錄音室版的原點

p.227 第三段、第 7行 慕尼克愛樂 慕尼黑愛樂

p.237 第四段、倒數第 2行 慕尼克愛樂 慕尼黑愛樂

p.258 第四段、第 1行 這兩位不同理用的大師 這兩位不同領域的大師

p.264 第三段、第 2行 福特萬格勒的指揮首意

念

福特萬格勒的指揮意念

p.266 第四段、第 2行 不會在期待 不會再期待

p.288 第一段、第 2行 期音響 其音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