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 La

他拉喇叭根基於硬底子軟實力，以銅管演奏為畫筆，勾勒出表演藝術的無限創意空

間。他拉之名來自於銅管樂器點音與連音的兩種點舌技巧；銅管演奏中以“Ta”點出

強而有力的音符，同時以“La”連出圓潤滑順的樂句。這樣軟硬的底蘊張力，交錯呈

現出“Ta La”的團名內涵，更象徵著「他拉」對硬底子訓練及軟實力培養的堅持。

成立於2016年，由國內頂尖號手共同組成。成立未滿兩年至今，他拉以獨特的喜

劇喇叭秀，成功累積超過萬人之票房，同時除巡迴製作外，經常主辦及受邀於各級

學校開設音樂講座及演出、至廣播電台與記者會受訪，更於2017年成立「他拉創

意教學系統」。他拉以承先啟後的角色自許，為吹出藝術文化軟實力而團結，熱血

揮灑於舞台，並且超越每一次的演出！

“硬底子” “軟實力”



他拉代表性作品

劇場式

吉他男孩 (Guitar Boy)

愛情狂想 (Love Fantasy)

師父！ (Master!)

三隻小豬 (Three Little Pigs)

牛羊戰 (Cows and Sheeps)

情境式

是誰在鬧？ (Who’s Misbehaving?)

是誰看不見？ (Who’s Blind?)

是誰還在睡？ (Who’s Still Sleeping?)

小型音樂劇場

台灣音樂

台灣民謠組曲 (Taiwanese Folk Songs)

台式喇叭金曲集 (Taiwanese Pop Classics)

古典音樂

歌劇「盧斯蘭與魯蜜拉」序曲  (Ruslan and Lyudmila Overture)

歌劇「蝙蝠」序曲 ( Die Fledermaus Overture)

皇家煙火 (Music for the Royal Fireworks)

電影配樂

神鬼奇航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星際大戰 (Star Wars)

超人 (Superman)

王者之聲 (The King’s Voice)

若愛零距離 (Love is All We Need)

國王的人馬 (All the King’s Men)

大型音樂劇場

純音樂室內樂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學士學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

1991年出生。

古典音樂啟蒙於詹采琦。

長號演奏啟蒙於亞力山大‧尼安金。

曾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第一名。

曾獲俄羅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院國際賽第二輪資格。

曾獲俄羅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院入學保障名額。

曾受邀擔任俄羅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院教授助理。

國際演出足跡遍及中國大陸、俄羅斯、美國、加拿大、法國。

現任他拉喇叭團長、他拉創意教學系統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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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尼安金
音樂總監

團長

張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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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出生於俄羅斯中部的一個小城鎮，師事俄羅斯國家交響樂

團首席長號手─柯爾森斯基 (G.Khersonsky)，並取得學士學位。

之後獲得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全額獎學金，攻讀碩士學位，師事季

那洛夫 (M.Zeinalov)。於 1997 年取得莫斯科音樂院博士學位，師

事蘇聯國寶級演奏家 V. Batashev。時年 26 歲，尼安金先生已經

成為西班牙 Orquertra Sinfonica Del Balles 樂團長號首席。並於

28 歲時成為俄羅斯國家廣播交響樂團長號首席。2014~2016 年，

任職於音樂大師普雷特涅夫指揮的俄羅斯國家交響樂團助理長號

首席。現任國家管樂團指揮、莫斯科音樂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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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開始，台灣歌壇掀起一股新台語（閩南語）歌浪潮，國語唱片市場暢

銷歌手紛紛投入台語創作，包括林強、陳昇、羅大佑、伍佰等人。雖然曲風

不同但這類的台語歌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表達對故鄉的熱愛。現今這樣的

音樂重新被詮釋時更結合了台灣年輕人的生活型態，於是形成了新的在地歌

曲美學。他拉「金曲集」主要包括愛情的恰恰、走味的咖啡、愛難忘情難忘

等曲目。而獨特的編制及演奏技法讓「金曲集」自推出後，更是受到國內外

各地觀眾的喜愛，可以說是相當代表性的表演。

Taiwanese Pop Classics

Who’s Misbehaving? 

機動性高、曲目彈性大、表演內容豐富是情境式劇場的三

大特色。時常用於宣傳、商業舞臺、記者會等場合，目標

定位在最短的時間內迅速展現他拉特色的表演。而此齣

「是誰在鬧？」在戲劇上採用喜劇傳統演繹手法「三的原

則(Comic Triple)」（當前兩次的重複動作形成常態規律

時，第三次的反常演出則可創造出驚喜效果）；另一方面

在音樂上廣泛使用通俗且平易近人的曲目，同時橫跨卡通

組曲、電影配樂、古典音樂等。在一連串的幽默爆笑表演

下，能夠快速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情境式小型音樂.場是誰在鬧？

台灣音樂.台式喇叭金曲集

享譽世界樂壇的歌劇「盧斯蘭與魯蜜拉」，是俄羅斯民謠之父葛令卡根據普希金所

寫的一篇同名詩而創作的音樂作品。描述古代俄羅斯的基輔公國，盧斯蘭拯救魯蜜

拉的故事。劇情結合了奇幻冒險、魔法巫師和浪漫的騎士精神。而其中經常在音樂

會中單獨演出的便是那運用奏鳴曲式、快速音群節奏和華麗的管弦樂，為劇情破

題，透露戰勝危機、否極泰來的序曲。他拉以純銅管樂編制演出如此技巧高難度之

曲目，展現超群技藝、呈現華麗樂音，每每令觀眾驚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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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樂.歌劇「盧斯蘭與魯蜜拉」序曲

由好萊塢配樂大師 Hans Zimmer 創作的「神鬼奇航」或稱「加勒比海盜」電影主題曲可

以說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電影配樂。曲中生動刻畫人物感情、細膩描繪滂薄大航海場

面，即使沒有電影的同步播放，也能透過音樂旋律身歷其境，因此音樂本身時常被獨立

拉出成為音樂會的曲目。他拉自創團以來不斷修正重整，至今已發表至第五版，其中第

五版更有銅管室內樂版及管弦樂團伴奏之銅管樂團協奏曲版兩種版本，能夠因應各種不

同的大小場合來演繹此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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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配樂.神鬼奇航

他拉最火作品



他拉喇叭團簡介
原名「北藝大低音銅管重奏團TNUALow Brass Ensemble (TLBE)」，創立於

2012年三月，由張恆率領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同儕組成，演出劇目全由團員

自行撰寫劇本、選曲及編曲，並以「團結、熱血、超越」之精神凝聚眾人心力。

2012年五月十日發表創團音樂會《First Night》，即以滿座的票房及熱烈的迴響嶄

露頭角；同年11月，再度舉辦秋冬音樂會《TLBE with Friends》，邀請北藝大音

樂系法國號同儕合作演出，並首次進軍北藝大展演藝術中心音樂廳，該場次更倍

增了票房，獲得滿座的佳績及音樂系教授的肯定，為樂團發展奠下良好的根基。

2016年四月，張恆為「TLBE」寫下嶄新的一頁，規劃重新

接任團長後的第一場南部巡迴《TLBE The Silver Lining 柳暗

花明》展演，於嘉義、臺南及高雄等地演出，均大受肯定與

讚賞。同年六月十六日於台灣高雄市文化局立案，並重整樂

團年度計畫、篩選團員及建立新式訓練系統，使「TLBE」

在音樂詮釋及戲劇表現上更趨專業及精緻化。並取銅管樂器

點舌技巧的發音重新命名，為今「他拉喇叭團 (TLBE 

Brass)」。同年十二月推出《TLBE The King’s Voice 王者之

聲》音樂會，首次加入劇場設計，顛覆以往製作，獲得熱烈

迴響、加開場次，更超越樂團票房紀錄。

2017年三月十三日，「他拉喇叭團」正式於台北市設立他拉

總部，並榮幸邀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朱宗慶

打擊樂團」創辦人朱宗慶老師參與總部啟用剪綵儀式。總部

設立後他拉喇叭開始積極拓展相關推廣音樂之業務，其中包

含教學系統及音樂行銷規劃等。同時獲邀於中南部地區執行

他拉多元音樂教學及二團培訓，為台灣音樂學子開創更豐富

多元的學習機會。同年七月以《TLBE Love is All We Need 

若愛零距離》巡迴製作首度進軍桃園及台中市，並以整檔巡

迴幾近售罄之票房打響「他拉」在各縣市的名聲。

2018年一月「他拉」首度推出純古典音樂巡迴製作《TLBE 

Classical Season 1: Maestro × TLBE Brass 異國風情》，邀

請北藝大學生管弦樂團（關渡藝響愛樂管弦樂團）協奏和莫

斯科音樂院教授 Alexander Nyankin 合作演出，同時首度與

知名古典音樂品牌「MUZIK」合作。此巡迴除為樂團首次主

辦國際合作之巡迴，更成功地引領樂團累積之“從未進音樂

廳”的觀眾著迷於古典音樂。此後更奠定樂團每年兩季不同

大型演出：「喜劇音樂」和「純古典音樂」製作，展現源源

不絕之創意、承襲經典之技藝，推廣於大眾，並以承先啟後

之角色自許。成團未滿兩年至今，「他拉喇叭團」已累積超

過萬人之票房，同時在音樂推廣的腳步上，除巡迴製作外，

也經常主辦及受邀於各級學校，開設音樂講座、演出及廣播

電台與記者會受訪；雖經篳路藍縷，但在師長、前輩、同

好、觀眾的指導支持與鼓勵下，堅持不忘創團初衷，貫徹

「團結、熱血、超越」之精神；為吹出臺灣軟實力而團結，

盡情揮灑於舞臺，追求每一次演出的超越！ 

2013年五月，樂團開始嘗試將足跡拓展至臺灣各地，於高雄、嘉義、彰化等地之

展演場所及校園舉辦《TLBE Fantasy》巡迴演出，以全新音樂結合戲劇的呈現方

式，成功吸引各地觀眾、受到熱烈迴響，該季演出亦於北藝大音樂廳畫下滿座之

完美句點。同年6月，團長張恆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畢業，團長職務交由徐紹嘉與

呂紹鈞兩人代理。其任內先後接受北藝大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採訪，及國立新北

高中演出、教學之邀約，並於2014年四月、2015年六月先後推出《TLBE Travel-

ing Around the World》與《TLBE Wonderland》音樂會。



劇場式
小型音樂劇場

引人入勝的情節
將生活中衍生的大小事搬上舞台，親近觀眾創造共鳴，

並達成音樂藝術豐富生活的理想

富變化的室內樂
不管是二重奏、三重奏，甚至是二十重奏，

都能以獨特色彩及超群之演奏能力，成功吸引觀眾

主題豐富多元
從古典到爵士，擅長廣泛音樂類型；從史詩到喜劇，整合豐富戲劇元素

獨特表演方式
音樂與戲劇的獨特結合，巧妙呈現演奏與肢體、情節的完美搭配

新編曲創作
他拉堅持獨立編曲與創作完成所有演出曲目，

讓觀眾聽見全新的音樂線條和層次

愛情狂想 Love Fantasy

「愛情狂想」可以說是為他拉劇場式小型音樂劇場打下基礎的先驅，

「愛情狂想」無論是在打破音樂與戲劇的隔閡，或是精簡情節以音樂旋

律取代台詞上，都奠定了往後小型音樂劇場發展的強健基礎。而這部先

驅作品在音樂上沿用了「歌劇魅影」的知名片段音樂；戲劇上則翻轉了

「歌劇魅影」的情節，以詼諧幽默的色調重新詮釋了三角戀情的錯綜複

雜。值得一提的是，在情節下角色的對話方式也使用了如義大利式歌劇

中敘事調（Recitative）的演唱技法來交代劇情。換句話說，這部作品可

以說是表演藝術產業中兼具傳統與創新的代表性作品。

師父！Master!

他拉首部結合打擊樂的音樂劇場。創新之處在於完美將擊樂滂薄氣勢及

細膩柔美的豐富色彩展現的一覽無遺的同時，也將銅管樂獨奏之演奏技

法提升至更高境界。兩者音樂元素融合於一體，經過巧妙編曲創作以及

深刻但幽默的劇情發展，成功開啟二十一世紀打擊結合銅管音樂劇場的

新篇章。透過打擊樂的豐富表現力，鮮明呈現出場景轉換及情感表達，

音樂主旋律線條也透過擊樂和銅管樂的輪流穿插表現，呈現出多變不膩

的聲響效果。此部作品亦是在樂團發展最艱困的時期，受到朱宗慶打擊

樂團創辦人暨藝術總監朱宗慶先生啟發而創作的。除了在表演和創作上

做出突破創新，更進一步地向朱宗慶先生致上最高敬意！

吉他男孩 Guitar Boy

「吉他男孩」是他拉喇叭突破性的音樂劇目，成功將古典樂演奏技法與

重金屬搖滾樂完美結合。整場劇目走著單純的戲劇情節，詮釋著音樂人

遇上挫折克服萬難，並使出「絕招」的心境。其中他拉薩克斯風以高超

且超擬真的特殊演奏技法，表現出重金屬電吉他的華麗且瘋狂迷人的

Solo段落。2016年首演時立刻驚艷全場，以樂壇從未出現過的表演方式

在觀眾心中留下震撼的印象。此曲甚至是他拉後續邀演最多次的音樂劇

目（一年內多達十一場），並且於2017年推出「吉他男孩� �I�I」，再次將

跨界結合推至另一高點。至今仍是他拉金曲榜排行第一之音樂劇目。

YouTube 中國大陸地區



大型音樂劇場

大型音樂劇場與小型之差異主要在於擁有較完整之劇情結

構，或是更細膩的肢體動作表演；在音樂方面也存在更多

無論編制上或是編曲上更完整的詠嘆調（Aria）。「王者

之聲」這部作品是他拉票房得以迅速竄起的大功臣，故事

主軸主要講述一位帝王與邪惡法師爭相尋找神奇寶石「王

者之聲」的過程，情節中也娓娓道出豐富情感的變化與轉

折。在戲劇上它完美的將鬧劇、肢體喜劇、相聲喜劇的比

例拉至平衡，創造出來自各種不同幽默感的笑料以外，音

樂上也跨足多種曲風，從觀眾熟知的民謠老歌到年輕人喜

愛的勁歌舞曲都有。此外，不論是戲劇情節或是音樂橋段

都有時不時出現的驚喜段落，從頭到尾使觀眾身歷其境，

仿佛走了一回尋求「王者之聲」的冒險旅程。

王
者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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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ng’s Voice

可以說是他拉目前為止藝術價值和豐富度最高的

大型音樂劇場作品，這部由知名資深戲劇大師耿

一偉先生編導的「國王的人馬」是他拉首度與跨

領域專業人才合作的作品。創作動機可追溯至莫

札特編號K.522號的搞笑音樂（Ein Musikalischer 

Spaß），顯示了音樂結合喜劇在宮廷裡總是最受

歡迎的娛樂節目。當今有不少古典樂團一樣在這

條路線進行各種嘗試，如同《李爾王》身旁的弄

臣，只是時至今日，要娛樂的對象已非是國王，

而是觀眾。他拉喇叭所創作的《國王的人馬》，

國
王
的
人
馬

All the King’s Men

在遵循著如 Igudesman & Joo 二人組等當代大師

所開闢的肢體喜劇的同時，也回到莫札特這個源

頭，嘗試發現音樂本身的幽默性。因此，有別於

透過當下許多喜劇樂團偏好對既存古典樂曲的各

種搞笑詮釋，《國王的人馬》的樂曲都是原創，

試圖找到肢體、角色與音樂表現之間有機對話。

除了專業編導以外，「國王的人馬」更有新一代

傑出作曲家陳譽陞和音樂總監Alexander Nyankin

負責音樂上所有的創作及藝術監督。

「若愛零距離」是他拉首次呈現母女親情主題的音樂劇場

作品，對都是男演員的他拉喇叭而言，是相當大的挑戰。

但也因面臨的困難讓他拉發展出更具特色的表演方式：以

音樂的角度描繪角色。也就是說，音樂詮釋上以高音樂器

獨奏詮釋女性角色的情緒抒發，同時以幕後聲樂女高音唱

出心境較沈重之心裡獨白，然而純對白內容則以原男演員

的正常音調傳達。意外地，這樣的作法巧妙的創造出一種

嚴肅與逗趣的強烈對比，使得首演場上觀眾是一會感動落

淚，不一會兒又笑到噴淚！

若
愛
零
距
離

Love is All We Need



演奏組

音樂總監：Alexander Nyankin

藝術顧問：Fusao Kajima

駐團編曲：呂紹鈞

小號首席：樂詠晨

長號首席：張恆

打擊首席：許榮恩

低音號首席：王吉盛

薩克斯風首席：徐紹嘉

團員：李宇梵、吳昱德、王禎彥

團長� � 張恆

行政組

開發總監：劉奕甫

行政助理：王怡人

業務開發助理：黃晟碩

大陸事務總監:張惠生

巡迴製作

舞台監督：雷諾豪

執行製作：蕭家盈

設計組

設計總監：林士揚

平面攝影：曾思朗

平面印刷：寶麗印刷

影音攝錄：禾立藝術多媒體有限公司

多媒體設計：林俞君

四月：推出喜劇音樂製作《TLBE The Silver Lining 柳暗花明 》

五月：受邀參與「輔仁大學銅管音樂週」演出

六月：樂團正式登記成立

十月：與「國泰人壽高立通訊處」共同主辦他拉首場公益音樂會《Fly-TLBE Brass Party 夢想起飛》

十一月：推出喜劇音樂製作《TLBE The King’s Voice 王者之聲 》

一月：首度參與「桃園高鐵十週年快閃活動」

二月：首度參與「高雄管樂節」

三月：於台北市設立他拉總部

三月：聘請全職行政助理

四月：首度受邀參與「關渡宮媽祖遶境藝陣」演出

五月：參與「愛力藝術服務─移動音樂廳」於偏鄉機構演出

七月：推出喜劇音樂製作《TLBE Love is All We Need 若愛零距離 》

八月：聘請藝術顧問Fusao Kajima

九月：設置「小他拉」教學系統

十月：北投區一德里「中秋賞樂」音樂會節目製作及演出團隊

十月：首度受邀參與「關渡鬧熱節」演出

2016
2017

一月：推出純古典音樂製作《TLBE Classical Season 1: Maestro × TLBE Brass 異國風情》

一月：聘請音樂總監Alexander Nyankin

二月：再度受邀參與「高雄管樂節」

三月起：首度與台北司旅合作推出「夜間喇叭秀」

三月：首度與高雄五福扶輪社共同主辦他拉公益音樂會II《TLBE 延續公益·創造價值》

三月起：首度與耿一偉合作製作喜劇喇叭劇場《TLBE All the King’s Men 國王的人馬》

四月：受天使之翼管樂團之邀隨團赴廈門嘉庚劇院演出

五月：再度受邀參與「關渡宮媽祖遶境藝陣」演出

五月：首度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合作參與教育部推動各類藝文團體至中小學巡迴展演計畫

六月：首度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合作演出「衛武營樹洞演出計畫」六月份所有場次

十月起：遷團至高雄並成立「他拉文創產業中心」之創立籌備團隊

十月：受邀演出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音樂廳開幕「衛武營Open House」音樂會

十月：再度受邀參與「鬧熱關渡節」演出

2018

（統計至2018年四月）

大陸事務總監:張惠生

＋86 13501235359
微信/arrow9988
aps.tw@163.com
他拉喇叭中國大陸聯絡處

北京市丰臺區光彩路慧時欣園1號樓1107室

他拉喇叭中國大陸聯絡處

+886 2 2894-9906  +886 9 08-217-568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四段568號

www.tlbebrass.com

FB: 他拉喇叭團 TLBE Brass
LINE: tlbebrass

QQ: 他拉喇叭 TLBE Brass

團長：張恆  +886 9 72-000-931 
hengchang@tlbebrass.com

他拉喇叭總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