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雲紅老師｜合唱指揮技巧 

沙巴 24 小時工作坊 
 

享譽國際及華人世界的指揮家陳雲紅老師，將於 2014 年 12 月 2-5 日於沙巴亞庇開辦第二次「合

唱指揮班」，與六月的第一班不同的是，本次將著重於指揮技巧，且分為正式生及旁聽生兩類學員，

將有指揮譜例，並由正式生指揮向日葵合唱團練習。每日集密六小時課程，上課四天共二十四小時，

務使學員在合唱方面的指揮技巧更上一層樓。 

 

陳老師在合唱界方面的名聲已不需贅言，她是三個國際合唱賽最佳指揮獎得主，所率合唱團乃國

際合唱賽金牌甚或總冠軍得主，本身受邀擔任歐亞多屆國際合唱賽事評審，在台灣成立「台灣合唱中

心」並擔任執行長暨合唱藝術總監，是許多台灣指揮老師的老師。她在「台灣合唱中心」定期開辦合

唱課程，鉅細兼顧，解決了許多指揮老師的難題。 

 

沙巴崇正中學向日葵校友合唱團有幸再次邀請陳老師前來指導，讓大家有機會向國際水準的合唱

指揮學習，以期提高本地合唱指揮水準，因此廣邀全國各地指揮老師前來亞庇，無論是中小學合唱團、

成人合唱團、各團體合唱團老師皆可前來，共同交流學習！讓自己的指揮技巧更上層樓！ 

 

主辦單位：沙巴崇正中學校友會＋向日葵校友合唱團 聯辦 

 

地點：沙巴亞庇「沙巴崇正中學」聯課活動中心（楊雲大樓）5F 合唱室（5°58’21”N,116°05’38”E） 

（Sabah Tshung Tsin Secondary School, Jalan Damai, Kota Kinabalu, Sabah.） 

 

時間：2014 年 12 月 2- 5 日（星期二～五）9am – 5pm 

 

學員對象：（一）各中小學合唱團老師。（二）各類合唱團指導。 

 

學員人數：正式生 6 人，旁聽生 40 人。額滿為止。 

 

費用：包括四天課程（含講義及每日午餐）（住宿及交通自理） 

正式生每人 RM500／旁聽生 RM330 

截止報名 2014 年 11 月 1 日（六）中午以前為止 

以電郵或傳真收到時間為準。（亞庇學員可直接前往校友會辦公室報名繳費） 

 

查詢電話：019-8227878 黃老師 

查詢網址：沙巴崇正中學校友會  http://sttaa.com.my （辦公室 088-232643） 

          沙巴崇正中學向日葵合唱團  http://sunflower.sttss.edu.my 

 

注意：本課程以中文教學為主 

 

 



 

上課時間表 

 12 月 2 日（星期二） 12 月 3-5 日（星期三～五） 

8:30am-9:00am 報到  

9:00am-10:30am 課程 課程 

10:30am-11:00am 休息 休息 

11:00am-12:30pm 課程 課程 

12:30pm-1:30pm 午餐 午餐 

1:30pm-3:00pm 課程 課程 

3:00pm-3:30pm 休息 休息 

3:30pm-5:00pm 課程 課程 

 

 

  

 

陳雲紅老師個人經歷陳雲紅老師個人經歷陳雲紅老師個人經歷陳雲紅老師個人經歷 

 

1991 年，以特優成績畢業於奧地利國立維也納音樂院指揮系。 

1999 年，獲得美國西敏合唱音樂院音樂教育碩士學位。 

 

台灣合唱音樂中心（TCMC）執行長暨合唱藝術總監 

台北室內合唱團藝術總監、華新兒童合唱團音樂總監、 

台北教師合唱團指揮、新節慶合唱團指揮、 

東吳校友合唱團音樂總監、漢光演襲人聲樂團藝術總監。 

榮獲德國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曾多次帶領合唱團於歐洲各地參加國際合唱比賽與演出，並獲得多項大獎： 

帶領台北室內合唱團於 

2006 年，參加匈牙利「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勇奪總冠軍與最佳指揮獎； 

2005 年，於德國「布拉姆斯國際合唱大賽」榮獲金牌冠軍與最佳指揮獎； 

1994 年，於義大利「國際合唱比賽Guido d'Arrezo」榮獲金、銀、銅獎牌； 

 

1997 年，她帶領台北世紀合唱團於義大利「國際合唱比賽C.A.Seghizzi」即榮獲總冠軍與「最佳布

拉姆斯音樂詮釋」及「最佳指揮」個人獎。 

 

2007 年，她受邀赴法國擔任「國際合唱比賽 Florilège Vocal de Tours」之評審。 

 

2008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受世界合唱聯盟（IFCM）之邀，於丹麥之「第八屆國際合唱論壇」演出，

引領台灣合唱登上國際舞台。 

同年5 月，受邀赴香港參加「合唱發展研討會」發表國際合唱趨勢的觀點。 

7 月，受邀擔任「2008 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節比賽」評審，接著她受邀赴匈牙利擔任「第二十三屆

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評審。 

 

2010 年4 月，受邀赴新加坡擔任「2010 新加坡青年藝術節」評審。 

7 月，受邀擔任「2010 第三屆歌韵東方國際合唱節」評審。 

 

2011 年，分別受邀赴德國「Marktdorf 國際合唱大賽」與香港「2011 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節比賽」

擔任評審。 

 

2012 年，受邀赴新加坡擔任「2012 新加坡青年藝術節」評審。 

中國浙江省第三屆合唱指揮大師班講師。  

11 月受邀帶領台北室內合唱團於法國Polyfollia 音樂節演唱。 

 

2013 年5 月，受邀擔任浙江省第四屆合唱指揮大師班講師。 

7 月受邀帶領台北室內合唱團於義大利國際音樂節演唱。 

 

接軌國際，是她展望世界觀的重要使命。 

基於對現代合唱音樂的獨特興趣，她更是努力於發掘並提攜國內現代音樂新銳作曲家，委託他們

創作本國現代合唱作品，定期與台北室內合唱團舉辦「合唱無設限—現代國人作品發表」的音樂會。 

2010 年，她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所錄製的《當代狂潮》當代合唱作品 CD ，榮獲第21 屆金曲獎

傳統藝術類別的最佳演唱獎。 

對於現代合唱音樂的貢獻，備受國內音樂學術界肯定。 

落實台灣合唱音樂教育，整理台灣合唱歷史文獻，接軌國際合唱發展潮流，是她終生不變的志業。 

 

 

 

 

 



國際評審經歷 

�  2013 年7 月，擔任「2013 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節比賽」評審。 

�  2012 年4 月，擔任新加坡「2012 新加坡青年藝術節」評審。 

�  2011 年6 月，擔任德國「國際合唱比賽Marktoberdorf」評審。 

�  2011 年7 月，擔任「2011 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節比賽」評審。 

�  2010 年4 月，擔任新加坡「2010 新加坡青年藝術節」評審。 

�  2010 年7 月，擔任「2010 第三屆歌韵東方國際合唱節」評審。 

�  2008 年7 月，擔任匈牙利「第二十三屆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評審。 

�  2008 年7 月，擔任香港「2008 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節比賽」評審。 

�  2007 年5 月，擔任法國「第三十六屆Florilège Vocal de Tours 國際合唱比賽」評審。 

國際活動經歷 

�  2013 年12 月，與新節慶合唱團受邀赴捷克演出 

�  2013 年6 月，與台北室內合唱團受邀赴義大利演出 

�  2012 年10 月，與台北室內合唱團受邀赴法國「Polyfollia 2012 」演出，並擔任工作坊講師。 

�  2012 年5 月，受邀赴中國杭州擔任「浙江合唱指揮大師班」講師。 

�  2011 年11 月，受邀參加亞洲作曲家聯盟(ACL)--2011 年大會暨亞太音樂節演出《人聲交響》，為唯

一受邀合唱演出團體。 

�  2011 年4 月，擔任香港浸信會大學音樂系客席指揮於香港大會堂演出。 

�  2009 年7 月，與華新兒童合唱團受邀赴荷蘭於「Europa Cantat」開幕音樂會演唱，是唯一受邀的華

人兒童合唱團。 

�  2009 年8 月，帶領台北室內合唱團於香港中文大學發表現代合唱作品並進行學術交流。 

�  2008 年7 月，與台北室內合唱團受世界合唱聯盟（IFCM）之邀，於丹麥之「第八屆國際合唱論壇」

演出，並為首演發表委託創作，引領台灣合唱登上國際舞台。 

�  2008 年5 月，受邀赴香港參加「合唱發展研討會」發表國際合唱趨勢的觀點。 

�  2007 年11 月，受邀參加於香港舉行之「2007 香港國際現代音樂節」(2007 ISCM-ACL World Music Days 

Hong Kong)，為音樂節唯一邀請也是台灣首次獲邀合唱表演團體。 

個人獲獎經歷 

�  2006 年，榮獲匈牙利「第二十二屆巴爾托克現代合唱國際比賽」之「最佳指揮」獎。 

�  2005 年，榮獲德國「第四屆布拉姆斯國際合唱比賽」之「最佳指揮獎」。 

�  1997 年，榮獲義大利「第三十六屆國際合唱比賽 C.A.Seghizzi」之「最佳布拉姆斯合唱音樂詮釋獎」及

「最佳指揮」獎。 

指揮合唱團獲獎經歷 

�  2007 年8 月，與台北室內合唱團受邀赴義大利參加2007 年「第十九屆歐洲六大國際合唱大賽總冠軍聯

合音樂會」。 

�  2006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赴匈牙利榮獲「第二十二屆巴爾托克現代合唱國際比賽」室內組第一名與

總冠軍。 

�  2005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榮獲德國「第四屆布拉姆斯國際合唱比賽」民謠組第一名及藝術組第一名

等級。 



�  2004 年，與華新兒童合唱團赴德國榮獲「國際合唱奧林匹克2004」決賽「合唱藝術組」銀牌及「伴奏

民謠組」金牌。 

�  2002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榮獲愛沙尼亞「第四屆國際合唱音樂節」無伴奏民謠比賽冠軍。 

�  2001 年，與航運合唱團榮獲西班牙「國際合唱民謠音樂節比賽」第二名。 

�  2000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赴奧地利榮獲「國際合唱奧林匹克2000」混聲室內合唱藝術組金牌及無伴

奏民謠組銀牌。 

�  1998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受邀赴義大利參加1998 年「第十屆歐洲六大國際合唱大賽總冠軍聯合音樂

會」。 

�  1997 年，與台北世紀合唱團榮獲義大利「第三十六屆國際合唱比賽 C.A.Seghizzi」總冠軍。 

�  1996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榮獲英國「第五十屆 Llangollen 國際合唱比賽」民謠組第一名及藝術組第

三名。 

�  1995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榮獲奧地利「第三十二屆國際合唱比賽 Spittal an Drau」民謠組第三名及藝

術組第二名。 

�  1994 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榮獲義大利「第四十二屆國際合唱比賽 Guido d'Arrezo」金、銀、銅三項獎

牌。 

其他殊榮 

�  2010 年，捐助建構台灣合唱音樂中心合唱服務網站/出資獎助文化藝術事業榮獲文建會第十屆文馨獎銅

獎。 

�  2007 年，入選德國出版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  1997 年，總統接見慰勉指揮台北世紀合唱團榮獲義大利「第三十六屆國際合唱比賽C.A.Seghizzi」總

冠軍。 

�  1994 年，總統接見慰勉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榮獲義大利「第四十二屆國際合唱比賽Guido d’Arezzo」

多項大獎，並受邀於總統府音樂會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