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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出精彩 – 2023 第六屆 冬季指揮營 
陽光台北交響樂團 2007 年，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專任指揮教授孫

愛光博士創團，為培育指揮專業人才，以及有興趣的青少年與兒童們，精心

策畫此營會活動。竭誠歡迎需要精進指揮技巧者，和喜愛古典音樂的愛樂

者，一起參加學習與挑戰，為青年指揮家以及青少年們開發潛力，提供更深

入精闢的指導。 

● 活動日期：2023 年 2 月 1 日- 5 日 (星期三至星期日) 詳見課程表 

● 活動地點：台北和平教會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83 巷 9 號)  

● 指導師資： 

Sigmund Thorp (挪威指揮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客座教授) 

孫愛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指揮教授) 

黃思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指揮組博士生/新店高中音樂班管弦樂團指揮) 

方信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指揮碩士) 

● 活動內容： 

(一) 樂曲簡析- 探討樂曲內容與時代背景 

(二) 指揮技巧- 針對不同程度學員分組學習 

(三) 指揮實作- 綜合室內樂演繹練習並錄影 

(四) 指揮大師班- 挪威指揮家 Thorp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座教授) 

(五) 舞台展演- 背譜指揮授課成果並邀觀眾聆賞 

(六) 結業證書- 頒發學習收穫憑證 

*備註：自備指揮棒與指揮展演正式服裝 

● 研習曲目：(視報名學員程度與人數，本團保有更動曲目的權力) 

(一) 管弦樂曲 

J. Haydn (1732-1809): Toy Symphony 

W. A. Mozart (1756-1791): Symphony No. 39 in Eb major, K.543, mvmt.1 

-                                        : Eine kleine Nachtmusik K. 525 

L. v. Beethoven (1770-1827): Symphony No.2 in D major, Op. 36, mvmt.1 

-                                              Symphony No.5 in C minor, Op. 67, mvmt.1&3 

C.M. Weber (1786-1826): Overture to “Oberon” J.306 

F. Schubert (1797-1828): Overture to “Rosamunde”, Op. 26, D. 797 

P. Mascagni (1863-1945): Intermezzo from “Cavalleria Rust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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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唱曲 

G. F. Handel (1685-1759):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from “Messiah” 

J. Arcadelt (1507-1568): Ave Maria 

錢善華: 丟丟銅仔 

呂泉生: 快樂的聚會 

● 組別/費用：為不同程度愛樂者，提供量身打造的課程體驗。 

(一) 高級班： 

1)需具有指揮經驗者。 

2)需於報名表中詳細註明音樂及指揮學習經驗。 

3)需錄製 2 分鐘指揮影片(不限曲目)，上傳雲端並附上連結於報名

信件中。 

4)會演奏樂器為佳，或需張口演唱各聲部。 

5)學費- 2023 年會員$ 8,800、非會員$9,700。 

6)將參與指揮實作、大師班與舞台展演。 

(二) 中級班： 

1)曾學習過指揮課程之青少年，以及對指揮有熱誠者。 

2)需於報名表中詳細註明音樂及指揮學習經驗。 

3)需錄製 1 分鐘指揮影片(不限曲目)，上傳雲端並附上連結於報名

信件中。 

4)會演奏樂器更佳，或需張口演唱各聲部。 

5)學費- 2023 年會員$ 7,800、非會員$8,700。 

6)將參與指揮實作與舞台展演；需甄選參加大師班指導。 

(三) 初級班： 

1)無指揮經驗，10 歲以上，以及一般愛樂者；透過基礎技巧教

導，體會指揮奧妙。 

2)請於報名表中註明音樂學習經驗。 

3)需會看五線譜、會演奏樂器更佳；以及需要張口演唱各聲部。 

4)學費- 2023 年會員$ 6,000、非會員$7,000；並參與指揮實作與舞

台展演。 

 (四) 旁聽生： 

1)在旁聽課，無其他活動。 

2)單堂半天，會員$ 600、非會員$1000。 

*以上三項班別，視報名情況後，再做必要性調整；並含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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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 

(一) 陽光台北音樂文教學會每年年費$1000 元，新會員報名費$100。2023 年

會員及子女，享有本團所有活動優惠折扣。詳閱官網。 

(二) 請參閱本團官方網站下載「活動報名表」http://www.suntaipeiphil.org 

請於表內下方備註填寫「2023 冬季指揮營報名」並寄至本團信箱。 

(三) 費用請在報名截止日前匯款至學會帳戶(請註明姓名)： 

銀行：台北富邦師大分行 

戶名：陽光台北音樂文教學會孫愛光 

帳號：00610102017105 

*冬季指揮營須滿 10 人報名，始得開班，截止日期 2023.1.15。 

● 課程規劃： 

2/1(三) 2/2(四) 2/3(五) 2/4(六) 2/5(日) 

X 

 

9:00-12:00 
分組排練 

 

 

 

9:00-12:00 
分組排練 

 

 

 

9:00-12:00 
分組排練 

 

 

X 

X 12:00-13:00  中餐 X 

 
13:30 
報到與開場 

 
 

13:30-15:30 
指揮技巧 

 

 

15:40-17:00 
樂曲分析 

 

13:00-17:00 
總排練 

13:00-17:00 
總排練 

13:00-17:00 

外聘老師指導 

Prof. Thorp 

 
13:00-14:50 
彩排 

 

 

15:00-16:20 
成果發表 

 

 

16:20-17:00 

聯誼分享會 

 

*課程內容將根據報名學員程度、人數進行微調。 

*上課內容將由主辦單位進行錄影，有需要的學員歡迎索取。  

http://www.suntaipeiph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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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冬季指揮營 報名表 
 

填表日期 (西元):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推薦人: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報名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  生日: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________  

樂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觸/學習音樂樂齡:_____________ 

指揮/ 樂團經歷/ 音樂學習經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揮影片連結(高級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音樂得獎紀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緊急聯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關係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ine: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家電話(緊急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市/縣________區/鄉/鎮/市 

_____________路/街____段______巷_____弄_____號____樓之____ 

 

請以正楷書寫，回寄 sun.taipei.phil@gmail.com 信箱。 

陽光台北網站 http://www.suntaipeiphil.org 

http://www.suntaipeiphi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