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

甄選招生簡章

主辦單位：客家委員會
編印單位：木樓合唱團
洽詢 Email：RennaChi@muller.org.tw
洽詢電話：0928-89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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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合唱團成立宗旨
臺灣首次成立的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藉由純淨童聲傳唱客家純粹堅韌的文化精神，由此開創客
家新氣象。未來將定期於臺灣各縣市舉辦巡演，深耕客家合唱文化，並以登上國際舞台為目標，傳揚
臺灣客家文化之美，同時發展具國際競爭力之精緻合唱，接軌國際。後期將會以錄製影音方式推廣精
緻且富藝術性的客家歌曲文化。

貳、師資介紹

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藝術總監暨指揮

彭孟賢老師

現任 台灣合唱協會常任理事、德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INTERKULTUR」國際合唱大賽評審、福建省藝
術教育協會藝術顧問、木樓合唱團藝術總監暨指揮、台大 EMBA 合唱團藝術總監暨指揮、榮星青少團暨室內
婦女團音樂總監暨指揮、大愛之聲合唱團指揮、美國合唱協會會員。近年多受邀於國際上演出、參與國際賽事
獲獎並擔任國際評審，足跡遍布西班牙、拉脫維亞、俄羅斯、德國、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等地。曾
獲教育部頒發「藝術教育貢獻獎」與「特殊優良教師暨卓越獎」
。2011 年於「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暨創新合唱
比賽」獲頒最佳指揮獎。
近年彭孟賢老師於國際上連續受邀演出、參與國際賽事並連續獲邀擔任國際評審，為臺灣合唱大綻異彩。
曾擔任 2016 年「第五屆巴塞隆納國際合唱大賽」、2017 年「第三屆歐洲國際合唱大賽暨冠軍賽」國際評審。
2017 年受邀擔任「第五屆西貝流士國際合唱大賽」國際評審。2018 年 7 月接受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邀請擔
任《第一屆台北國際合唱大賽》國際評審。2015 年指揮木樓合唱團「第九屆布拉姆斯國際合唱大賽暨音樂節」
榮獲大賽總冠軍，及分組三項金牌冠軍。2016 年帶領木樓合唱團於俄羅斯榮獲「第九屆世界合唱大賽冠軍賽」
男聲室內組世界金牌總冠軍。2016～18 年木樓合唱團於「德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世界千大合唱團排行榜
中排名第三、世界室內合唱團排行榜上榮登第一名。彭孟賢老師於藝術性、音樂能力、樂曲呈現整體性等方面
獲得極高評價：
『瘋狂而驚人的指揮、令人崇敬的成就、迷人而撼動人心的音樂』
。2017-19 年於中國「第一、
二、三屆海峽兩岸合唱教育大會」、同年７月受邀於國家交響樂團擔任《NSO 華格納歌劇音樂會：帕西法爾》
合唱指導、10 月受德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邀請於中國貴陽《世界音樂－合唱指揮研討會議》教授大師班與
指揮講座。2019 年榮獲「美國合唱指揮協會」邀請於美國指揮全國年會擔任國際團隊演出。
彭孟賢老師自 2013 年起陸續受邀擔任三團藝術總監，其在深耕臺灣合唱藝術暨發展上有著理想，積極推
廣臺灣合唱文化藝術、接軌國際合唱發展潮流及深耕臺灣合唱教育，以合唱藝術的敏銳前瞻性，發展臺灣在地
合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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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
主辦單位：客家委員會
承辦單位：木樓合唱團
肆、報考甄選及未來團練日程表
日期

活動事項

簡述

108.6.15 (六) 新竹場
108.6.15 (六) 苗栗場

招生說明會

108.6.16 (日) 桃園場
108.6.20 (四)

甄選報名截止

新竹光明國小 6.15 (六) 10:00-10:50

II.

苗栗建國國小 6.15 (六) 15:00-15:50

III.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6.16 (日) 10:00-10:50

第一場甄選報名截止日為 6.20，第二場為 6.27。

108.6.27 (四)
108.6.23 (日)

I.

掛號郵寄報名截止以當日郵戳為憑。
甄選考試

6.23 (日) 9:00-11:30

108.7.1 (一)

7.1 (一)10:00-12:00 / 13:00-17:00

108.7.4 (四) 16:00 前

錄取公告與通知

錄取名單將公告於客家委員會網站上，並電話通知。

108.7.8 (一)

首次團練

團練地點：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實驗劇場

109.5 (暫定)

創團音樂會

將舉辦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創團音樂會。

伍、招生說明會時間及地點
預計於桃園、新竹、苗栗各舉辦一場招生說明會，將詳細說明甄選及未來團練相關資訊，請
家長事先上網填寫招生說明會報名表，當日將以此名單為依據簽到入場。
說明會報名表網址：bit.ly/2WBTbKl

I.

新竹場
時間：108 年 6 月 15 日（六） 10:00-10:50（09:30 開始簽到入場）
地點：新竹光明國小 2 樓會議室（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 65 號）

II.

苗栗場
時間：108 年 6 月 15 日（六） 15:00-15:50（14:30 開始簽到入場）
地點：苗栗建國國小 視聽教室（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 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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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桃園場
時間：108 年 6 月 16 日（日） 10:00-10:50（09:30 開始簽到入場）
地點：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簡報室（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 500 號）
陸、甄選報考規定事項
一、甄選資格：全國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七年級之學童。
二、甄選內容
A.

自我介紹及報考合唱團原因 10%。1 分鐘

B.

基本音樂能力測驗（視唱 10%、節奏 10%、聽力測驗 10%及音域測試）2 分鐘、自選
客家曲一首 30%及自選曲一首 30% 3 分鐘。

每人甄試時間６分鐘，將以按鈴方式提醒考生時間。自選曲目請準備全曲，評審老師將視
情況決定個人演唱長度。將由三位評審老師組成評審團，其中一位為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藝
術總監暨指揮－彭孟賢老師。
自我介紹內容可包含特殊專長、樂器學習經歷及音樂方面得獎經歷。
考生可選擇清唱，亦可自行帶伴奏或使用伴唱帶，甄試場地僅提供伴奏之鋼琴及譜架，並
不提供其他音響設備，如有需要請自備ＣＤ音響設備，且考生能自行操作。
三、甄選時間及地點
I.

第一場：108 年 6 月 23 日 星期日 9:00-11:30

II.

第二場：108 年 7 月 1 日 星期一 10:00-12:00 / 13:00-17:00

地點：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實驗劇場（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46 號）
甄選共兩場，請於甄選報名表擇日參加。報名成功後，承辦單位將在 3 日內寄發准考證
至報名表所留之 Email 信箱，甄試順序及預計考試時間會標明在准考證上，請自行列印出來，
並於甄選當日攜帶准考證，工作人員將以准考證上資料進行考生報到及核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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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考生務必提前 15 分鐘於甄試場地外報到，並於指定區域等候甄試。甄試時經現場唱
名三次未到者，以棄權論。
若兩次甄選仍未招滿團員，將視情況加開甄選考試。
四、甄選報名方式
1.

採用掛號郵寄或 Email 電子信箱報名方式。

2.

選擇掛號郵寄報名方式者，請列印附件一之甄選報名表及附件二之報考甄選家長同意書，
以正楷字體完整填寫報名表各欄所需資料，並在同意書上親筆簽名後郵寄至：
11091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162 號 4 樓 木樓合唱團。

3.

選擇 Email 郵件報名方式者，請詳填報名表各欄所需資料，並列印附件二之報考甄選家長
同意書，親筆簽名後拍照或是掃描成圖檔，與甄選報名表一併 Email 傳至
RennaChi@muller.org.tw，請在郵件主旨註明「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報名甄選表」。

4.

欲報名 6 月 23 日甄選場次者，請於 108 年 6 月 20 日前完成報名。

5.

甄選報名截止日期為 108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以當日郵戳為憑。（逾期寄件者將不
予報名資格）

柒、錄取通知及規定
預計錄取約 120 名團員，並分為 A、B 兩團，A 團為表演團，學齡為國小五年級至國中一年級
之間；B 團為培訓團，學齡為國小三、四年級的學生。每團錄取上限為 60 名團員，視能力由評
審老師判定所屬團別。
錄取名單將於 108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公告於客家委員會網站上，並由行政人員逐一電話通
知錄取團員。
團員一旦錄取學費全免，入團後務必配合每次的團練及演出，並遵守團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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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合唱團團練相關資訊
一、團練時間
寒暑假期間：每星期一 10:00-16:00（午休一小時）
開學期間：每星期三 13:30-15:30(B 團) / 15:30-18:30(A 團)
每月兩次星期日 10:00-12:30(A 團)
108 年度團練日期


暑期（星期一）：7/8、7/15、7/22、8/5、8/12、8/19、8/26



開學：每星期三與下列日期
（星期日）9/8、9/22、10/20、10/27、11/3、11/17、12/15、12/22

二、團練地點：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實驗劇場（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46 號）
實驗劇場位於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一百坪明亮
的寬敞空間，劇場上方設有 54 盞聚光燈及音響設備
等，提供給團員最舒適且專業的練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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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資訊

搭乘公車：至新竹市搭乘新竹客運往芎林方向車次，於光明六路縣府路口下車，步行至文化局，路程約 5 分
鐘；或至新竹市搭乘新竹客運往新埔或中壢方向，於竹北地政事務所下車，步行至文化局，路程約 10 分鐘。
搭乘火車：搭乘火車於竹北火車站下車，步行或搭程計程車至文化局，步行約 20 分鐘。
自行開車：若行走北二高（福爾摩莎高速公路)，請於竹林交流道下，往竹北芎林方向約六公里路程，即可到
達竹北。若行走省道台一線，請於竹北光明六路往縣政府方向行駛，遇縣政九路（台銀.家樂福交叉口)左邊即
可到達。若行走一高（中山高速公路），請於竹北交流道下，至文化局即可，路程約 5 分鐘。

周邊道路均設有收費停車格
若各區團員錄取情況良好，將提供免費定點接駁車來回接送團員往返。
玖、相關常見問題
Ｑ：請問學童目前國小二年級，暑假後升三年級，能否報考甄試？
Ａ：當然可以。
Ｑ：請問甄試和團練時，家長能否陪同一起考試或練唱？
Ａ：為確保流程順利，家長無法陪同團員考試和練唱，煩請至場地外等候，敬請見諒。
Ｑ：團練開始後，萬一突然有事無法參與團練怎麼辦？
Ａ：請遵照入團後我們將發予的團規手冊，內有詳細請假流程說明。
Ｑ：請問團練時段有跨餐時，會供應團員午餐嗎？
Ａ：會的，主辦單位將會準備餐盒給團員。請務必在甄選報名表上勾選團員的飲食習慣（是否吃素）。
Ｑ：看完簡章後對於甄選和未來團練仍有些疑問，請問該詢問誰呢？
Ａ：歡迎傳 Email 至 RennaChi@muller.org.tw，或致電 0928-893-183，我們將有專員為您解答。

8

附表一、甄選報名表

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 甄選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學 校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2 吋大頭照

年 級

實貼於此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

）

飲食習慣

□葷

□素

□其他（請備註）：

家長

家長姓名

關係

聯絡手機

Email 信箱

（將寄送准考證至此信箱）
□第一場 108 年 6 月 23 日【報名截止日 108 年 6 月 20 日】

甄選考試日期 □第二場 108 年 7 月 1 日【報名截止日 108 年 6 月 2７日】
（甄試順序及預計考試時間將標明在准考證上）
客家語

□優

□好

□尚可

□再加油

樂

視 譜

□優

□好

□尚可

□再加油

器

能力評量

＊填表注意事項：
一、請務必填寫報名表各項欄位。
二、2 吋大頭照之人像需脫帽、正面且五官面貌清晰，以便甄選當日報到人員核對考生身分。
三、能力評量僅供參考，實際錄取仍依評審老師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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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家長同意書

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

本人

報考甄選家長同意書

（監護人姓名）為

（報考者姓名）之法定監護人，經確

認招生簡章之所有內容與注意事項後，同意讓其報考「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甄選會，並願意遵守主辦單
位制定之相關規定。

家長監護人簽章：

與團員之關係：

此致 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活動承辦單位 木樓合唱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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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