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合唱指揮大師班講座

挪威指揮家 Thomas Caplin
【活動內容】
福爾摩沙合唱團 2018 年系列音樂會之二，邀請合唱大師 Thomas Caplin 來台客席，
並開設合唱指揮大師班講座。2004 年，挪威合唱指揮協會授予"年度最佳合唱總監"， 他
帶領的許多合唱團皆獲國際公認優秀團隊。在國際上，他一直積極參與國際合唱音樂聯
盟(IFCM) 推動之"指揮無國界"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也是世界合唱理事會之一員。他經
常受邀擔任客席指揮與合唱教育臨床學者，並在挪威與其他國家擔任比賽評審。他的出
版品包括在瑞典與挪威出版合唱指揮教材、作品發表、編曲與有聲專輯錄製。

【圓桌論壇】
2018 年 05 月 04 日（五） 19:00~22:00

【課程時間】
2018 年 05 月 05 日（六） 14:00~17:00
2018 年 05 月 06 日（日） 14:00~17:00
2018 年 05 月 08 日（二） 19:00~22:00

【課程地點】
福爾摩沙合唱藝術中心 -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 61 號 2 樓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04 月 27 日（五）止；歡迎向主辦單位報名。

【聯絡方式】
主辦單位：福爾摩沙合唱團（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 61 號 2 樓）
聯絡電話：02-2591-9422
繳費傳真：02-2591-0406

聯 絡 人：朱余家齊

師資：托馬斯‧卡普林 Thomas Caplin

Thomas Caplin 十分擅於經營帶領合唱團，他在哥本哈根皇家音樂院與斯德哥爾摩皇家音樂院
接受教育，成為一位歌手、合唱指揮、也是合唱教育家。他經常受邀擔任客席指揮與合唱教育
臨床學者，並在挪威與其他國家擔任比賽評審。 他專門從事古典歌唱及節奏唱歌之間的交叉領
域，出版品包括在瑞典和挪威出版合唱指揮教材，2015 年則出版國際英語版。作品亦包含其作
品發表、編曲、與有聲專輯錄製 。
2004 年，挪威合唱指揮協會授予“ 年度最佳合唱總監”，他帶領的 許多合唱團皆獲國際公
認優秀團隊：瑞典隆德 大學男聲合唱團（The Lund University Male Choir）2010 年帶領隆
德大學男合唱團於浙江 紹興榮獲世界合唱冠軍；喜愛亞洲文化的 Thomas Caplin 曾二度來台
客席 2012 台灣青年節慶合唱團巡迴音樂會年及 2017 台灣青年節慶合唱團巡迴音樂會，2016
年曾帶領 Defrost Youth Choir 挪威除霜青年合唱團來台巡迴演出，廣受全台聽眾喜愛；在國
際上，他一直積極參與國際合唱音樂聯盟（IFCM）推動之“指揮 無國界”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也是世界合唱理事會之一員。目前為挪威哈馬爾威應用科技大學音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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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本課程由 Thomas Caplin 指導正式生指揮技巧，並由其他學員擔任排練合唱團員



正式生每堂課需準備 1 首大師班指定曲目



非正式生有意參加者，歡迎以旁聽生身分報名



正式生請提早 15 分鐘至會場進行順序抽籤，未能準時者將由主辦單位代抽

【活動特色】


Thomas Caplin 大師親授合唱指揮技巧。



全程參加講座正式生及旁聽生，可獲得《來自挪威的合唱大師》Thomas Caplin 與
福爾摩沙合唱團之音樂會票券。

【大師班指定曲目】
Un soir de neige (選曲 1,2,4)

Francis Poulenc

The New Colossus

Thomas Caplin

Ubi Caritas

Ola Gjeilo

Rondo Lapponico

Gunnar Hahn

King Lily of the Vally

David Wikander

Alleluia

Jake Runestad

Say Something

arr. André van der Merwe by Pentatonix

聽雨 Listening to Rain

向陽 詞 John Balcon 英譯 石青如 作曲

【報名相關事項】

報名
方法

匯款
帳戶

Step 1. 將報名表填妥後 E-mail 或傳真至福爾摩沙合唱團
Step 2. 三天內至銀行填寫匯款單繳費
Step 3. 將匯款單傳真至福爾摩沙合唱團，並來電確認，即完成報名程序
銀行名稱：華南銀行 南松山分行（銀行代號 008）
銀行戶名：福爾摩沙合唱團
匯款帳號：110-10-701354-0
電話：02-2591-9422

聯絡

傳真：02-2591-0406

方式

E-mail：formosa.singers@msa.hinet.net
聯絡人：朱余家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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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表】
項目

費用

請勾選

正式生：NT$ 5,000

□

旁聽生：NT$ 1,800

□

大師班全系列課程

備註
全程參加講座正式生及旁聽生可獲得 5/15
《來自挪威的合唱大師》音樂會票券一張
欲參加課程日期：

正式生：NT$ 2,000

□

任一堂大師班
旁聽生：NT$ 800

□

□

05 月 04 日（五） 19:00-22:00 (正式生免費)

□

05 月 05 日（六） 14:00-17:00

□

05 月 06 日（日） 14:00-17:00

□

05 月 08 日（二） 19:00-22:00

郵寄地址：□□□
NT$1100

音樂會曲目套譜

□
郵寄運費另計：NT$100

時間：5/15（二） 14:00-17:00

《來自挪威的合唱大師》

NT$ 0

□

音樂會彩排旁聽

地點：國家兩廳院 國家音樂廳
*限大師班正式生/旁聽生(堂數不限)

學員基本資料
姓

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先生  小姐

民國 ____年____月____日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手

 大師班全系列課程正式生

 大師班全系列課程旁聽生

 任一堂大師班正式生

 任一堂大師班旁聽生

（課程日期：
參加課程

機

）

 大師班曲目套譜訂購

 郵寄大師班曲目套譜

 《來自挪威的合唱大師》音樂會彩排旁聽
勾選課程或套譜共 ___________ 元

備註：
1. 請於報名後三天內完成繳費手續，若無完成繳費手續者恕不保留名額。
2. 講座及音樂會彩排現場嚴禁錄音、錄影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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