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樂團及香港演藝學院合辦 

2017 第 9 屆香港中樂指揮大師班 

 
主旨： 

音樂的發展靠作品積累來延伸，而作品的演繹則建立於指揮的詮釋。為發掘優秀指揮人才，培育青年指

揮，香港中樂團與香港演藝學院於 2009 年起共同舉辦指揮大師班，為青年指揮提供進修平台。歡迎香港

及海內外人士、音樂專業或音樂愛好者參加。 

 

時間：2017 年 3 月 4-8 日 (六-三)，共計 5 天。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香港中樂團 

師資：閻惠昌 總監（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 

周熙杰 指揮（香港中樂團駐團指揮） 

閻學敏 先生（香港中樂團署理樂團首席） 

白得雲 先生（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系主任） 

余頌恩 博士（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講師） 

張珮珊 博士（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講師） 

 

內容： 

兼顧理論與實踐，除指揮技巧相關課程之外，通過專題講座，使得學員對於作品、中國音樂風格及樂器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一、 專題講座課程（共 3 講）： 

「配器法」：周熙杰先生主講 

「作品分析」： 由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系主任白得雲先生、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講師張珮

珊博士及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講師余頌恩博士主講 

「專題內容」：京劇鑼鼓，閻學敏先生主講 

 

二、 指揮專業課（共 4 節）：  

由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教授親自授課，駐團指揮周熙杰擔任助教，以大課形式，正式學

員單獨輪流在指揮台演習所選作品，接受教授直接指導。 

 

三、 樂團指揮實習課（共 3 節）：  

由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授課，於香港中樂團的排練廳舉行，樂隊由香港中樂團樂師及香

港演藝學院學生組成。每位學員在一節課裡只能選擇其中一首作品。 

 

四、 結業演出：參加者選定 5 首作品之其中一首 (或其中一個樂章) 指揮樂團，並獲頒發結業證書。 



學員資格： 

一、 正式學員： 需具有指揮樂（隊）團經驗，學員上課時鼓勵背譜指揮，所有課程皆可參與，經資

格審查後，預計錄取 10 名，費用為港幣 5,000 元整*1（來港簽證需自行辦理；交通

食宿遊學費用自理*
2
）。 

二、 旁聽學員：資格不限。可旁聽所有課程及於設定之「問與答」環節提問，費用為港幣 2,000 元

整*
1
（來港簽證需自行辦理；交通食宿遊學費用自理*

2
）。 

三、 觀摩學員：資格不限。可參加課程三場專題講座及觀賞結業演出，費用為港幣 200 元整*1（來

港簽證需自行辦理；交通食宿遊學費用自理*2）。 

學習教材： 

 笛子協奏曲《愁空山》 郭文景曲 

 《霸王卸甲》   關廼忠編曲 

 《豐收鑼鼓》   彭修文、蔡惠泉曲 

 《黃河暢想》   程大兆曲 

 《毫飛集》    羅永暉曲 

**每位學員必須在傳統樂曲、協奏曲及現代作品中至少選擇 2 首或多樂章作品最多選擇 2 個樂章。鼓勵

在有限的時間裡多選擇作品。 

 

報名辦法： 

正式學員於2017年1月13日截止報名，而旁聽學員和觀摩學員則於2017年2月17日截止報名。填妥報名

表，並附上個人指揮影音片段1-2份(僅限正式學員)，於截止日期前寄至香港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

大廈7樓 – 香港中樂團節目部陳佳言小姐收（報名表及簡歷可電郵至 mary@hkco.org 或傳真至（+852）

2815 5615。錄取為正式學員的人士會於2017年2月初獲得主辦方通知。獲錄取者，樂團將提供上課使用

之總譜（請學員簽署版權聲明，本次提供之作品僅作為指揮大師班上課之用，日後如需公開售票演奏，

請自行與作曲家處理版權事宜）。相關事宜可洽詢：陳小姐（+852）3185 1606 (香港中樂團節目部) 

＊註1：報名費可以以下方式遞交－ 

 直接到辦公室遞交現金及報名所需文件 

 如以轉帳方式，請將有關金額存入本樂團恆生銀行帳戶，帳戶號碼：024-388487-688-001 或香

港上海滙豐銀行帳戶，帳戶號碼：004-199-210436-001，請把銀行收據，連同報名所需文件交

到下列地址 

 如以支票方式，抬頭請寫上「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支票背後請寫上學員姓名及聯絡電話，連

同報名所需文件交到下列地址 

＊註2：外地學員如需要主辦方協助安排旅港期間酒店，請書面提出，主辦方盡量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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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上課地點： 

日期 時間 地點 課程內容 

3 月 4 日(六) 19:00-21:00 

香港中樂團 

排練廳 

指揮專業課 

3 月 5 日(日) 

10:00-12:00 專題講座課程–配器法 

14:30-16:30 指揮專業課 

3 月 6 日(一) 

11:00-13:00 

香港賽馬會 

演藝劇院 

專題講座課程–作品分析 

14:00-17:00 樂隊實習 

19:00-21:00 指揮專業課 

3 月 7 日(二) 

10:00-12:00 樂隊實習 

14:00-17:00 樂隊實習 

19:00-21:00 指揮專業課 

3 月 8 日(三) 

11:00-12:00 專題講座課程–專題內容 

14:00-17:00 結業演出和結業式 

17:00-18:00 學員討論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課程內容及導師之權利 



2017指揮大師班 

報名表 Enrollment Form 

參加者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English：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Gender：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Ag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藉 Nationality：________________    職業 Occupation：__________________ 

 

團體/ 學校名稱 (如適用)：    負責人姓名(如適用) ： 

Name of Group/ School (If applicable)  Name of person in charge (If applicable) 

中文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English：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English：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 (如團體/ 學校報名，請填寫聯絡人的資料)： 

Contact Details (For group/ school, details of person in charge please) 

電話 Tel： (日)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 Mobile：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揮經驗 Experience on Conducting 

（如表格不敷應用可自行複印。） 

 

 

 

 

 

 

 

 

 

 

 

 

 

 

 

 

 

 

 

 

 



報名方法： 

正式學員於2017年1月13日截止報名，而旁聽學員和觀摩學員則於2017年2月17日截止報名。填妥報名

表，並附上個人指揮影音片段1-2份(僅限正式學員)，於截止日期前寄至香港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

大廈7樓 – 香港中樂團節目部陳佳言小姐收（報名表及簡歷可電郵至 mary@hkco.org 或傳真至（+852）

2815 5615。錄取為正式學員的人士會於2017年2月初獲得主辦方通知。獲錄取者，樂團將提供上課使用

之總譜（請學員簽署版權聲明，本次提供之作品僅作為指揮大師班上課之用，日後如需公開售票演奏，

請自行與作曲家處理版權事宜）。相關事宜可洽詢：陳小姐（+852）3185 1606 (香港中樂團節目部) 

＊註1：報名費可以以下方式遞交－ 

 直接到辦公室遞交現金及報名所需文件 

 如以轉帳方式，請將有關金額存入本樂團恆生銀行帳戶，帳戶號碼：024-388487-688-001 或香

港上海滙豐銀行帳戶，帳戶號碼：004-199-210436-001，請把銀行收據，連同報名所需文件交

到下列地址 

 如以支票方式，抬頭請寫上「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支票背後請寫上學員姓名及聯絡電話，連

同報名所需文件交到下列地址 

＊註2：外地學員如需要主辦方協助安排旅港期間酒店，請書面提出，主辦方盡量提供協助。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行安排食宿交通。 

2. 參加者需自行辦理來港簽證。 

3. 主辦單位有保留修改是次活動之曲目、日期、地點之權利。 

4. 主辦單位保留遴選的權利。 

5. 如表格不敷應用可自行複印。  

 

報名費： 

正式學員：港幣$5,000 

旁聽學員：港幣$2,000 

觀摩學員：港幣$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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