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項合唱專業進修課程

四支國際知名團隊

八場經典音樂會

七場全台巡迴音樂會

國際合唱音樂營

7. 26

8. 4
Fri.

Sun.

亞洲最具規模

十場午間推廣音樂會

十位國際音樂大師來台教學演出

兼具深度、廣度的合唱盛宴

藝術總監│杜 黑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  台北愛樂合唱團

早鳥優惠 4.30 Tue. 止

至音樂節官網 www.ticf.tw 填寫報名表並送出

報名指揮大師班、基礎指揮班可於線上報名選擇(含)「合唱研究室」報名
流程

寄送甄選資料

報名指揮大師班、基礎指揮班正式生，甄選審核資料詳見課程說明

E-mail：ticf0001@gmail.com

地址：10688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8號B1

繳費方式

信用卡／轉帳／ATM／超商繳費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收到電子郵件確認信並完成繳費

‧完成線上報名後將收到電子郵件確認信及繳費通知，請於七日內繳交報名費用，   

   逾七日為未繳費者，將收到繳費提醒通知，三日內未繳費者，視同放棄報名

‧報名「指揮大師班」或「基礎指揮班」正式生者，

   待甄選結果公布後經本會通知再行繳交報名費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內容異動權利

www.ticf.tw

(02) 2773-3691分機140 黃小姐、141 簡先生  

傳真：(02) 2773-3692

地址：10688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8號B1 (捷運忠孝敦化站4號出口)

☉學員皆可獲得經典音樂會套票一套

☉活動地點以國家音樂廳排練室及周邊鄰近場地為主

☉本活動已申請教育部研習時數

2019



7.27 Sat. - 8.04 Sun.

每日09:10-17:00
節慶合唱團

8.04 早上總彩排、下午音樂會

親炙大師風采

嘉保‧豪勒隆 
Gábor Hollerung

  (匈牙利)

合唱指導│謝斯韻、張維君

‧多項國際合唱大賽藝術總監

‧匈牙利杜南伊管弦樂團音樂總監

‧布達佩斯學院合唱協會藝術總監

排練經典大型合唱曲目

莫札特《C小調彌撒》Mozart: c-minor Mass, K.427

豐富教學內容

除排練外，亦規劃基礎聲音訓練、

講座聆賞等多項不同課程

國家音樂廳盛大演出

偕同台北愛樂合唱團及台北愛樂青年管弦樂團，

於8.04閉幕音樂會共同演出

經典音樂會套票乙套

預計招收學員180名，首次報名者須參加甄試。

有合唱經驗，欲增進合唱能力、拓展國際視野，與志同道合樂友互相學習者。
招生資訊

原     價│ 一般生TWD 7,500  學生TWD 6,000

早鳥優惠│ 一般生TWD 6,000  學生TWD 5,500

招生對象│

高雄 6.15 (六) 13:30  高雄市凱旋國小 (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235號 )

台北 6.02 (日) 、6.23 (日) 10:30  台北愛樂（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8號B1）

甄試日期│

7.27 Sat. - 8.03 Sat.

指揮大師班

主要師資

嘉保‧豪勒隆 
Gábor Hollerung

  (匈牙利)
課程講師│戴怡音、馬韻珊

研習精緻合唱作品
莫札特《安魂曲》Mozart: Requiem, K.626

深入學習內涵風格
由大師親授指揮及排練技巧，以現場習練、實際操作的方式多面向學習。

專屬合唱團及樂團
正式學員將於課堂中指揮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及青年管弦樂團，並於音樂會演出。

7.27
8:50-17:00  

7.28
9:10-17:00  

7.29-8.01
9:10-12:30  

8.01
19:00-21:40  

8.02
14:00-17:00  

 8.03 下午總彩排、音樂會

* 教材樂譜費用另計

正式學員：招收名額上限8名。

音樂研究所（含在學）主修指揮；或擔任音樂教師，帶領合唱經驗達十年以上；或

五年內曾獲全國性（國際性）指揮大賽或合唱比賽前三名佳績之指揮。

旁聽學員：任何想要近距離親炙大師教學與指揮風采之音樂愛好者。

招生資訊

原     價│ 正式生TWD 25,000  旁聽生TWD 18,000

早鳥優惠│ 正式生TWD 22,000  旁聽生TWD 15,000

招生對象│

正式學員需上傳排練、演出之影音連結（10~15分鐘，指揮樂團或合唱團之錄影，鏡

頭必須正面面對指揮者，請註明曲目及時間），交由國際評委統一遴選。

甄選辦法│* 教材樂譜費用另計 

  加購合唱研究室

  只需TWD 2,700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6.30(日)止

報名期間│正式生－即日起至5.6 (一)止，5.17(五)公布錄取名單

              旁聽生－即日起至6.30(日)止

(正式生未錄取者可轉報旁聽生)

7.28 Sun. - 8.03 Sat. 每日09:10-12:30

基礎指揮班

薩伯 
Soma Szabó
 (匈牙利)

助理講師│張成璞

‧匈牙利 Cantemus Choral Institute 專任教師

‧金牌天團 Cantemus 混聲合唱團指揮

密集指揮課程

連續七天、每天三小時、共計廿一小時

紮實基礎訓練

著重指揮技巧、排練方法、

曲目詮釋等多元面相

隨班專屬合唱團

於課程末二天，

供正式學員指揮發表實作

經典音樂會套票乙套

報名期間│正式生－即日起至5.6 (一)止，5.17(五)公布錄取名單

              旁聽生－即日起至6.30(日)止

(正式生未錄取者可轉報旁聽生)

正式學員：招收名額上限16名。

欲精進全方位指揮能力之各類型合唱團指揮；或音樂院校學生；或已具備多年

指揮經驗之音樂愛好者。

旁聽學員：任何想要了解指揮領域之音樂愛好者。

招生資訊

原     價│ 正式生TWD 14,000  旁聽生TWD 11,000

早鳥優惠│ 正式生TWD 12,000  旁聽生TWD 9,500

招生對象│

正式學員需上傳排練、演出之影音連結（10~15分鐘，指揮樂團或合唱團之錄影，鏡

頭必須正面面對指揮者，請註明曲目及時間），交由國際評委統一遴選。

甄選辦法│
* 教材樂譜費用另計 

  加購合唱研究室

  只需TWD 4,000

7.28 Sun. - 8.02 Fri. 每日13:40-17:00

合唱研究室

哈潑
T.J. Harper
 (美國)

助理講師│馬韻珊

‧國際合唱聯盟理事

‧美國普羅維登斯音樂院系主任

‧美國合唱指揮協會國際交流計畫主持人

基礎技能再昇華

深入解構進階合唱知識技巧

合唱視野更開拓

通曉不同曲風強化靈活運用

移地訓練齊觀摩

導師親自帶領剖析參賽實況

預計招收學員50名。

具基礎指揮概念、欲提升實戰經驗的指揮或音樂教師；希望增進合唱知識、加強融

入排練參與度的合唱歌手；對合唱音樂有興趣、想要探究演繹精隨的音樂愛好者。

招生資訊

原     價│ TWD 10,000

早鳥優惠│ TWD 7,500

招生對象│

* 教材樂譜費用另計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7.10(三)止

師資

古育仲
Y.C. Johnny Ku
(台灣)

‧台北愛樂音樂總監暨指揮

‧國際合唱聯盟（IFCM）亞太地區執行委員

‧台灣合唱協會常務理事

Gesualdo: O vos omnes 

Schütz: Also hat Gott die Welt geliebt

Brahms: O süsser Mai

Kodály: Adventi ének

Busto: O magnum mysterium

Kocsár: Csodafiú szarvas

Horvát Márton Levente: O vos omnes 

Orbán: Pange lingua...等多首經典曲目

研習教材國際桂冠師資

經典音樂會套票乙套

經典音樂會套票乙套 課程大綱 聲音訓練方法 / 融合與平衡 / 排練技巧 / 風格掌握與表達 / 樂曲研究探討 / 節目編排概論

附加課程 特邀國際團隊於本班開設2堂示範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