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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合唱團 2018 歌擁大地合唱音樂研習課程
菲律賓合唱大師 馬克．安東尼．卡皮歐 Mark Anthony Carpio 指揮

活動簡章
 活動緣起
大地合唱團自 2002 年 1 月 25 日成立至今，長期深耕合唱藝術之表演
及教學，透過合唱藝術推廣與教學，提升團員音樂素養。成立至今十五年
來，一直維持著高度活動力的演出。除了國內活動，經常受邀參與各地國
際合唱節的研習與演出，每年於寒暑假期間，安排參加國外的交流研習課
程與演出及定期舉辦音樂研習營，聘請國際名指揮家及國內外知名專業老
師來台指。藉由參與國際研習課程與表演，以不同的教育訓練，學習多元
豐富的課程內容，提升合唱音樂之視野。

 活動特色
2018 年冬令營活動大地合唱團特地邀請世界冠軍—菲律賓瑪德利加
合唱團指揮，菲律賓合唱大師—馬克．安東尼．卡皮歐（Mark Anthony
Carpio）率領菲律賓瑪德利加合唱團師資群來台客席指揮。
依不同需求，規劃一系列合唱音樂研習指導課程，活動計畫如下：
１ 兒童青少 合唱研習課程—菲唱不可
２ 混聲成人 合唱研習課程—菲來不可
３ 合唱指揮 進階研習課程—菲指不可
４ 個別聲樂 進階指導課程—菲你不可
Sir Mark 為亞洲最重要的合唱指揮之一，現任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
講師、世界冠軍-菲律賓瑪德利加合唱團（Philippine Madrigal Singers）藝
術總監暨指揮、黃鸝男童合唱團（Kilyawan Boys Choir）與極光女聲合唱
團（Voces Aurorae Choir）常任指揮等。相信在 Sir Mark 豐富的教學與演
出經驗、以及深厚的指揮功力之下，可以為台灣喜愛合唱的學生與合唱指
揮老師，帶來多元進階的指導與豐富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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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計畫
１

兒童青少合唱 研習課程—菲唱不可

２

混聲成人合唱 研習課程—菲來不可

３

合唱指揮進階 研習課程—菲指不可

４

個別聲樂進階 指導課程—菲你不可

 研習師資群
１

馬克‧安東尼．卡皮歐 Mark Anthony Carpio

２

克莉斯朵．布艾薩 Krystl Buesa

３

麗娃．費拿-荷西 Riva Gil Ferrer-José

４

卡特里娜．薩迦 Katrina Marie S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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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說明

１ 兒童青少合唱 研習課程—菲唱不可
活動說明： 聘請國際名指揮家來台指導，藉由參與國際研習課程與表演，
以不同的教育訓練，學習多元豐富的課程內容，提升團員合唱
音樂之視野。
招生對象： 喜歡唱歌、不排斥舞台演出、接受雙語教學方式
※有隨堂老師適時翻譯
研習師資： １ 馬克‧安東尼．卡皮歐 Mark Anthony Carpio
２ 克莉斯朵．布艾薩 Krystl Buesa
３ 麗娃．費拿-荷西 Riva Gil Ferrer-José
４ 卡特里娜．薩迦 Katrina Marie Saga
研習期間： 107 年 1 月 29 日(一)～2 月 3 日(六) 六天
研習時間： 上午 8：30～下午 17：00
研習地點： 臺南市天主教私立寶仁國小（台南市北區開南街 211 巷 6 號）
成果演出： 107 年 2 月 3 日（六）晚上 19：00～20：30 臺南市天主教私
立寶仁國小 活動中心
招生組別： 1. 小瓢蟲班 國小一年級～三年級

40 名

2. 綠繡眼班 國小四年級～六年級

40 名

3. 青少年班 國中以上～成人

40 名

報名費用： NT$5,800
報名優惠： 優惠一

團員優惠 NT$5,000（限大地合唱團現任團員，並於 11/12
前(含)報名繳費者）

優惠二

早鳥優惠 NT$5,200（於 11 月 12 日(日)前(含)報名繳費，
可享早鳥優惠價。）

其他事項： (1) 上述費用包含師資、教材、餐費，不包含版權之樂譜與有
聲教材。
(2) 凡參加團員合唱音樂研習課程者，均贈活動Ｔ恤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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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

２ 混聲成人合唱 研習課程—菲來不可
活動說明： 聘請國際名指揮家來台指導，藉由參與國際研習課程與表演，
為混聲成人合唱作進階教育訓練。
招生對象： 大學生、成人、社會各階層人士。
研習師資： 馬克‧安東尼．卡皮歐 Mark Anthony Carpio
研習期間： 107 年 1 月 20 日(六)～1 月 23 日(二) 四天
研習時間： 晚間 19：00～21：00
研習地點：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藝能大樓四樓音樂教室（台南市東區林森
路與大學路口）
成果演出： 107 年 2 月 3 日（六）晚上 19：00～20：30 臺南市天主教私
立寶仁國小 活動中心
招生名額： 40 名（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低於 20 人不開班。）
報名費用： NT$3,000
報名優惠： 優惠一

團員優惠 NT$2,200（限大地合唱團現任團員，並於 11/12
前(含)報名繳費者）

優惠二

早鳥優惠 NT$2,500（於 11 月 12 日(日)前(含)報名繳費，
可享早鳥優惠價。）

優惠三

同時報名參加［2 混聲成人合唱研習］與［3 合唱指揮進
階研習課程］課程者，可享以優惠價$700 報名［3 合唱
指揮進階研習課程］
。

其他事項： (1) 上述費用包含師資、教材、演出當天餐費，不包含版權之
樂譜與有聲教材。
(2) 凡參加［混聲成人合唱研習課程］者，均贈活動Ｔ恤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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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

３ 合唱指揮進階 研習課程—菲指不可
活動說明： 聘請國際名指揮家來台指導，舉辦教師合唱研習工作坊，為國
內合唱團指揮或助理指揮作指揮進階課程指導，讓學校與各合
唱團單位的老師也能受益，達資源共享，豐富自身藝術文化內
涵。
參加資格： 合唱團指揮、助理指揮或音樂老師。
研習師資： 馬克‧安東尼．卡皮歐 Mark Anthony Carpio。
研習時間： 107 年 1 月 21 日(日) 下午 14：00～17：00
研習地點：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圖書館三樓多功能會議室（台南市東區林
森路與大學路口）
招生名額： 40 名（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低於 20 人不開班）
報名費用： NT$800
報名優惠： 優惠一 邀集十人報名一人免費（10 人優惠$7,200）
。
優惠二 同時報名參加［2 混聲成人合唱研習］與［3 合唱指揮
進階研習課程］課程者，可享以優惠價$700 報名［3
合唱指揮進階研習課程］
。
其他事項： (1) 上述費用包含師資、教材，不包含版權之樂譜與有聲教材。
(2) 教師研習有教師資格者，結業後可累計教師研習時數。
(3) 凡報名教師研習課程者，將提供 107/02/03 研習結訓音樂
會觀賞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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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說明

４ 個別聲樂進階 指導課程—菲你不可
活動說明： 聘請菲律賓瑪德利加合唱團首席團員來台指導，針對個人１對
１作個別聲樂進階指導。
參加資格： 限十六歲以上，具視譜能力及英文基礎溝通能力者。
研習師資： １ 克莉斯朵．布艾薩 Krystl Buesa（女高音）
２ 麗娃．費拿-荷西 Riva Gil Ferrer-José（女低音）
３ 卡特里娜．薩迦 Katrina Marie Saga（女高音）
※師資由主辦單位安排。

研習時間： 107 年 1 月 27 日(六)～2 月 2 日(四) 任選二個時段，共四小時。
研習場次： 以下場次任選二個時段。
上午
10：00～12：00

下午
14：30～16：30

晚上
18：30~20：30

1／27(六)

Ｘ

場次１

場次２

1／28(日)

場次３

場次４

Ｘ

1／29(一)

Ｘ

Ｘ

場次５

1／30(二)

Ｘ

Ｘ

場次６

1／31(三)

Ｘ

Ｘ

場次７

2／1(四)

Ｘ

Ｘ

場次８

2／2(五)

Ｘ

Ｘ

場次９

研習地點：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藝能大樓四樓音樂教室（台南市東區林森
路與大學路口）※地點暫定
報名費用： NT$4,000 / 4 小時
其他事項： (1) 上述費用包含師資、教材，不包含版權之樂譜與有聲教材。
(2) 凡報名個別聲樂指導課程者，將提供 107/02/03 研習結訓
音樂會觀賞資格。
(3) 個別指導將由主辦單位依報名者聲部屬性安排師資，並依
報名順序優先選擇上課時段，如無符合意願之上課時段，
將由主辦單位協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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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 一律採線上報名，詳報名連結
https://goo.gl/forms/ZWcW1iDPUPtzQLHH2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18 日(一)止 或 至額滿為
止。 報名專線： (06)2614879、0978-089178 洽 許小姐
線上報名

 繳費方式
匯款資訊
戶

名：大地音樂劇場

帳

號：０２９０１０８６０－５３７００

匯款銀行：台新銀行 (代號 812) 永福分行
※匯款請填參加者姓名，轉帳請通知帳號後五碼以利核對。謝謝!!

 注意事項
定金金額： 報名費用之三成為定金金額。
退費基準： 報名繳費後，辦理取消退費者，不退還定金；
於活動開始前十天起，之後不得申請退費。
各活動報名截止日、退費日期（※定金不退）
報名截止日

活動日期

活動前十天之前
告知扣除定金後退費

活動前十天之後
告知不退費

計畫一

106/12/18

107/1/29-2/3

107/1/19 前

107/1/19 之後

計畫二

106/12/18

107/1/20-1/23

107/1/10 前

107/1/10 之後

計畫三

106/12/18

107/1/21

107/1/11 前

107/1/11 之後

計畫四

106/12/18

107/1/27-2/2

107/1/17-1/23 前

107/1/17-1/23 之後

(依各場次開始日期)

(依各場次開始日期)

其他事項：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規定事項之最終修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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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
指導單位

臺南市文化局、臺南市教育局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南市大地藝術文化協會、大地音樂劇場

承辦單位

大地合唱團、小瓢蟲兒童音樂劇場

協辦單位

臺南市竹橋國小、臺南市天主教私立寶仁國小、臺南市立後
甲國中、大地表演藝術中心

 聯絡方式
台南市南區新義南路 24 號 2 樓
TEL：(06)2614879、0978-089178
Email：adm@earthart.org.tw
www.earthar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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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團隊簡介

 指揮 / 馬克‧安東尼．卡皮歐 Mark Anthony Carpio
馬克‧安東尼‧卡皮歐（Mark Anthony Carpio）
是一位合唱指揮家以及假聲男高音歌唱家。他是世界
合唱冠軍菲律賓瑪德利加合唱團（MADZ）的藝術總
監暨指揮；以及黃鸝男童合唱團（Kilyawan Boys
Choir）與潘索合唱團（Pansol Choir）與極光女聲合
唱團（Voces Aurorae Choir）常任指揮的常任指揮，
並任教於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音樂系。
卡皮歐是當代所公認的合唱大師，時常進行研習會教
學活動，遍布於菲律賓、亞洲及歐洲等地，並與他帶
領的 MADZ 有著穩定的練習及緊湊的音樂會演出。
1992 年卡皮歐以優異的成績（Piano cum laude）獲得菲律賓大學音樂學院鋼琴
學士學位，並於畢業後隨即返校擔任鋼琴教師；之後他加入 MADZ 成為男高音團
員，2001 年，MADZ 創立者及音樂家安德里亞‧歐‧維納瑞辛教授，屬意卡皮
歐為其接班人，擔任合唱團指揮，他帶領著 MADZ 獲得不計其數的成功及獎項。
2004 年卡皮歐率領 MADZ 於西班牙托雷維耶哈（TORREVIEJA）獲得國際合唱
大賽（Certámen Internacional de Habaneras y Polifonia）哈巴奈拉舞曲與複音
音樂兩組雙料冠軍。
2006 年卡皮歐率領 MADZ 於法國圖爾（TOURS），獲得國際合唱大賽混聲合唱
組和自由曲目組雙料冠軍；同年，他首次帶領黃鶯男童合唱團前往中國，參加 2006
廈門世界合唱大賽，贏得混合男聲組和流行合唱組銅牌及銀牌獎。
2007 年卡皮歐率領 MADZ 前往義大利阿雷佐（AREZZO），榮獲歐洲六大國際
合唱比賽之冠軍大賽總冠軍（European Grand Prix），是該比賽首次出現拿過兩
次總冠軍的團體（1997, 2007），也是亞洲唯一有此成就的團體。
2008 年七月，卡皮歐帶領黃鶯男童合唱團前往奧地利格拉茲，贏得 2008 世界合
唱大獎賽的勝利。他們獲得第五屆流行合唱音樂世界冠軍，並獲得混合男聲合唱
團宗教音樂組的銀牌獎。
2009 年 7 月，MADZ 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獲頒為 2009 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和平藝術家。MADZ 能獲得此項至高的榮譽，是因為致力於推廣東南亞文化，
貢獻於該組織推展和平和文化包容的宗旨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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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卡皮歐再度率領 MADZ 於義大利阿雷佐參加國際合唱大賽，共獲得 9 個
獎項：
1 – 指定曲目組第 1 名
2 – 聖樂組第 1 名 3 – 世俗歌曲組第 2 名
4 – 專題曲目組第 1 名

5 – 民謠組評審獎

6/7 –阿雷佐觀眾獎及評審獎

8 –文藝復興歌曲最佳表演獎
9 –總冠軍。並取得 2017 年西班牙托洛薩（Tolosa）參加 EGP 歐洲總冠軍比賽
的資格

 MADZ Studio 師資群
克莉斯朵．布艾薩 KRYSTL
2007 畢業於菲律賓馬尼拉的聖‧斯考拉斯蒂卡學院並
取得聲樂學士學位，亦為一名採用高大宜音樂教學法的
合格認證教師。畢業後，她在 Ateneo de Manila Grade
School 擔任音樂教師，期間亦為 Ateneo College Glee
Club 合唱團的聲樂指導，並隨該團參加 2011 年在保加
利亞瓦爾納舉辦歐洲合唱大賽。
目前為菲律賓瑪德利加合唱團的女高音，並於菲律
賓瑪德利加音樂工作室擔任聲樂指導師資。

麗娃．費拿-荷西 RIVA
畢業於菲律賓大學音樂系，主修音樂史，2008 年加入
菲律賓瑪德利加合唱團擔任女低音至今。
平常從事合唱研習教學與編曲相關工作，在菲律賓瑪德
利加音樂工作室擔任聲樂指導師資外，亦是菲律賓流行
人聲樂團-Acapellago 樂團的執行長。

卡特里娜．薩迦 KAT
來自菲律賓杜馬蓋地城市的傑出女高音，目前在菲律賓
西利曼大學表演與視覺藝術學院攻讀音樂聲樂學士學
位，並已完成菲律賓大學音樂學院的畢業音樂會演出。
2013 年加入菲律賓瑪德利加合唱團擔任女高音至今，
亦為菲律賓瑪德利加音樂工作室的聲樂指導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