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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第四屆國際鋼琴音樂節 
一、課程目標： 

藉由邀請海外國際鋼琴大師以及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的音樂家們來台參與音樂節，嘉

惠台灣音樂學子及有興趣之社會人士，毋需花費任何出國費用，便能體驗國外演出的實

際經驗與國際大師授課的高階學習，實質達成國際交流學習目的，並增加學生學習之多

元性與活潑性，同時藉由參與國際展演活動之推動，讓世界看見台灣培養學生多元音樂

學習與創作的能量展現。 
二、招生對象：具備鋼琴演奏能力者(不限年齡，未滿 18 歲者須附家長同意書)。 
三、招生人數：45 人 
四、研習期間：2019-08-16 - 2019-08-21 
五、收費辦法：報名費 NT$300、研習費 NT$18,000(本活動不適用任何優惠辦法)。 
六、報名截止日期：2019 年 7 月 26 日(五) 24:00 
七、活動場地：本校校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八、活動內容： 

包含 5 場以上鋼琴獨奏會欣賞、3 堂國際鋼琴大師個別指導課、音樂名人大師講座、學

員音樂會演出。 
1. 2019 國際鋼琴音樂節開幕式： 

(1) 8/16(五)9:00-9:30 開放入場：領取大會手冊。 
(2) 8/16(五)9:30-10:15 開幕式 

2. 鋼琴獨奏會欣賞：  
報名學員本人將有下列各場獨奏會免費入場票券。 

(1) 8/16(五)19:30 開幕鋼琴獨奏會 IRINA ZAHHARENKOVA 
 愛沙尼亞籍鋼琴大師：德國巴哈國際鋼琴大賽桂冠、義大利 Casagrande 國

際鋼琴大賽首獎。 
 獨奏會場地：國家演奏廳(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1-1 號)。 
 本活動開放一般民眾購票入場。 

(2) 8/17(六)19:30 大師鋼琴獨奏會 ALEXANDER SCHIMPF 
 德國籍鋼琴大師：德國漢諾威音樂學院鋼琴教授、貝多芬國際鋼琴大賽金

牌、克里夫蘭國際鋼琴大賽首獎。 
 獨奏會場地：國北教創意館雨賢廳。 
 本活動開放一般民眾免費參加，無須登記報名，請直接入場。 

(3) 8/18(日)16:00 台灣榮耀鋼琴家鋼琴獨奏會 EVA SHEN 
 鄧泰山嫡傳弟子、珠海國際藝術節總監、多項國際鋼琴大賽得主。 
 獨奏會場地：國北教創意館雨賢廳。 
 本活動開放一般民眾免費參加，無須登記報名，請直接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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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18(日)19:30 大師鋼琴獨奏會 SIRO SARACINO 

 義大利籍鋼琴大師：Lyceum, Franz Liszt, Citta di Albenga 等國際鋼琴大賽

得主。 
 獨奏會場地：國北教創意館雨賢廳。 
 本活動開放一般民眾免費參加，無須登記報名，請直接入場。 

(5) 8/19(一)19:30 大師鋼琴獨奏會 ENRICO POMPILI 
 義大利籍鋼琴大師：日本濱松 Hamamatsu、西班牙 Paloma O’Shea 國際鋼

琴大賽得主。 
 獨奏會場地：國北教創意館雨賢廳。 
 本活動開放一般民眾免費參加，無須登記報名，請直接入場。 

3. 報名學員獨享，大師個別指導課： 
(1) 1 堂課 45 分鐘，每位學員共計 3 堂。 
(2) 由本校安排每位學員個別指導課時間與指導大師，敬請配合。 

(所安排之指導課時間，將於開幕式當日揭露。) 
(3) 指導期間，開放一般民眾免費、免登記於台下觀課。 

4. 音樂名人大師講座： 
(1) 8/19(一)10:00 台灣榮耀鋼琴家名人講座 EVA SHEN 

 鄧泰山嫡傳弟子、珠海國際藝術節總監、多項國際鋼琴大賽得主。 
 講座地點：國北教創意館雨賢廳。 
 本活動開放一般民眾免費參加，無須登記報名，請直接入場。 

(2) 8/17(六) 10:00 台灣榮耀鋼琴家名人講座 沈雕龍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學博士 
 講題：「維也納古典樂派」音樂中的「不連續性」現象和「空節拍」想像 

5. 學員成果發表會：每位報名學員有至少一次音樂會演出機會。 
(1) 音樂會地點：國北教創意館雨賢廳。 
(2) 本活動開放一般民眾免費參加，無須登記報名，請直接入場。 

九、其他事項： 
1. 相關學員互動課程與展演活動將於開幕當天公佈。 
2. 非活動期間學員可於每日上午至本校音樂系系辦(藝術館 M302)登記借用琴房練琴，

無須場地借用費，僅需自行負擔冷氣費用。 
3. 「未成年學員」至多可有 2 位陪同者參與活動，陪同者無須額外報名、繳費，恕無

法提供住宿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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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第一屆 NTUE 台北國際鋼琴大賽 

一、參賽對象：不限國籍。 
二、收費辦法：參賽費 NT$2,500。(同時參加國際鋼琴音樂節者，參賽費優惠後為 NT$1,700) 
三、報名截止日期（Deadline for applications)：2019 年 7 月 26 日(五)24:00。 
四、時程（Schedule)： 

1. 初賽：2019 年 8 月 19、20 日。 
2. 決賽：2019 年 8 月 21 日。 

五、規則（Rule and Regulations)： 
第一屆 NTUE 台北國際鋼琴大賽共分兩組，分組年齡限制如下： 

1. A 組：17 歲-26 歲（1993 年 8 月 20 日至 2002 年 8 月 19 日之間出生）。 
2. B 組：未滿 17 歲（2002 年 8 月 20 日以後出生）。 

六、曲目（Repertoire)： 
1. A 組：17 歲-26 歲。 

(1) 初賽：一首巴哈平均律（含前奏跟賦格）、一首古典時期奏鳴曲快板樂章（選

自海頓、莫札特、貝多芬）。 
(2) 決賽：一首自選曲（不得與初賽重複）。 

2. B 組：17 歲以下。 
(1) 初賽：一首古典時期奏鳴曲快板樂章（選自海頓、莫札特、貝多芬）。 
(2) 決賽：一首自選曲（不得與初賽重複）。 

七、獎項（Prizes）: 
各組分別錄取前三獎： 

1. 第一獎：獎金 NT$10,000 元，2020 年國際鋼琴音樂節學費全免，奬狀證書一份。 
2. 第二獎：2020 年國際鋼琴音樂節學費全免，奬狀證書一份。 
3. 第三獎：2020 年國際鋼琴音樂節學費全免，奬狀證書一份。 

八、評審委員（Judges)： 
1. Nelson Delle Vigne (France) 
2. Enrico Pompili (Italy) 
3. Irina Zahharenkova (Estonia) 
4. Alexander Schimpf (Germany） 
5. Siro Saracino (Italy) 

九、備註： 
1. 可自由報名 NTUE 台北國際鋼琴大賽或國際鋼琴音樂節。 
2. 國際鋼琴大賽曲目皆需背譜準備完整曲目。聆聽時間由評審委員比賽當日決定。 
3. 本校床位有限，恕無法提供「未參加」國際鋼琴音樂節者申請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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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住宿說明： 
一、本校床位有限，恕無法提供「未參加」國際鋼琴音樂節者申請住宿。外籍生、外縣市學員

將優先錄取。本校不保證提供床位，將全額退款予未申請到床位者。 
二、住宿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宿舍。 
三、住宿時間與費用說明： 

1. 時間：8/15(四)13:00 後入宿~8/22(四)10:00 前離宿。 
2. 費用： 

(1) 住宿保證金 NT$500、住宿費 NT$1,500、冷氣攤提費 NT$50，合計 NT$2,050。 
(2) 宿舍六、日不計費，周一至五每人每日收費 NT$250。 
(3) 已繳納之保證金 500 元，本校生輔組將於 9 月開學後開始辦理暑期住宿保證金退

款事宜，預計將於 10 月中前完成退款至您在報名表中提供的受款帳戶(如有特殊

情形者將自本保證金費用中扣除部分或全額費用)，感謝您耐心等候。 
(4) 冷氣攤提費如有餘額，恕不退還，敬請見諒。 

3. 備註說明： 
(1) 每人將有一張門禁卡、每房將有一張冷氣卡(共用)，於入宿當日領取。我們將在

活動開始前 2 周內寄發行前通知信說明領取方式。 
(2) 宿舍寢室號：入宿當日通知(如欲共寢，請於報名表註明共寢名單)。 
(3) 離宿時請歸還門禁卡、冷氣卡。未歸還者，每張卡工本費將於每人繳納之保證金

中平均扣除。活動期間遺失者，請各寢室自行至行政大樓 2 樓出納組前之機台自

行購買。 
四、入宿、離宿流程： 

1. 8/15(四)13:00 後入宿：請至宿舍 1 樓接待廳領取門禁卡。 
2. 8/22(四)10:00 前離宿：須辦理離宿檢查以及歸還門禁卡、冷氣卡，若離宿時間超過上

午 10 時，則需加收該日住宿費用 NT$250/日。 
3. 請留意離宿時需把所有個人用品、垃圾清除，避免致使保證金無法退回之情形發生。 

五、其他注意事項： 
1. 本校宿舍為 6 人雅房，浴廁同一樓層共用。 
2. 請自備盥洗用品與寢具(床墊、被子、枕頭)。 
3. 住宿期間如有住宿相關問題請詢問 1 樓櫃台值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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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名方式、收退費辦法： 
請於 2019/7/26(五)24:00 以前完成線上報名、郵寄報名文件、繳費，才算完成報名程序。 
音樂節與國際鋼琴大賽之「線上報名路徑」以及「繳款帳戶」不同，請分別辦理。 
 
1. 「2019 國際鋼琴音樂節」報名與繳費方式： 

(1) 報名網址：https://cce.ntue.edu.tw/course/3212 
(2) 報名費 NT$300、學費 NT$18,000，合計 NT$18,300。 
(3) 繳費方式：請依報名系統自動產生之「專屬虛擬帳號」繳費。同時報名鋼琴大賽

者，鋼琴大賽之報名費可享優惠，並請另外匯款至指定帳戶(如第 2-(3)點所述)。 
(4) 郵寄紙本文件。 

 
2. 「第一屆 NTUE 台北國際鋼琴大賽」報名與繳費方式： 

(1)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3nNrrrJXLcqVAcja7 
(2) 報名費 NT$2,500。同時報名音樂節者，報名費優惠後金額為 NT$1,700。 
(3) 帳戶資訊：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代碼 822 
戶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 
帳號：18535-000410-5 (請勿將「國際鋼琴音樂節費用」匯款至此帳戶) 

(4) 郵寄紙本文件。 
 

3. 「北教大學生宿舍住宿」申請與繳納方式： 
(1) 請填寫本簡章附件之申請表。 
(2) 住宿保證金 NT$500、住宿費 NT$1,500、冷氣攤提費 NT$50，合計 NT$2,050。 
(3) 繳費方式：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代碼 822 
戶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 
帳號：18535-000410-5 

(4) 本校住宿空間有限，外籍生、外縣市學員將優先錄取。本校不保證提供床位，將全

額退款予未申請到床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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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郵寄紙本報名文件：填寫紙本報名文件，並「掛號」郵寄： 
 請於信封上完整填寫您的(寄件人)姓名、電話，並標註「2019 國際鋼琴音樂

節、台北國際鋼琴大賽報名文件」。 
 請確認以下文件皆有完整檢附： 

【附件一】報名、購票、住宿申請表-P8 
【附件二】基本資料表(請黏貼一張 2 吋證件照) –P10 
【附件三】錄影授權同意書-P11 
【附件四】未滿 18 歲學員之家長(監護人)同意書-P11 
【附件五】帳戶資訊(退住宿保證金、退款所需) -P12 
【附件六】匯款證明-P12 
◎請額外檢附兩張 2 吋證件照(製作證書用，勿裝訂、黏貼，請於照片後方寫

上姓名)。 
 收件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陳小姐 

收件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篤行樓 101 室 
收件人電話：02-2732-1104 轉 82110 

 收到紙本報名文件後將於 3 個工作天內確認報名狀況。錄取以繳費優先順序為

準，請於 7/26(五)24:00 前完成繳費，逾期視同放棄。 
5. 退費辦法： 

(1) 本活動除遇颱風等天災取消「全程」活動外，其餘狀況皆不辦理退費。 
(2) 如遇前項狀況，報名費不退還、學費退還九成、住宿費全額退還。 

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進修推廣處 推廣教育中心聯絡資訊： 
1. 電話、承辦人：02-2732-1104 轉 82110 陳小姐 
2. 電子信箱：pauline@tea.ntue.edu.tw 
3.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篤行樓 101 室(推廣教育中心) 
4. 傳真：(02)2736-2578 請註明陳小姐收 
5. 推廣教育網：https://cce.ntue.edu.tw/ 
6. FB 粉絲團短網址：https://goo.gl/E95dDy 

 

 

第四屆國際鋼琴音樂節 

 

第一屆 NTUE 台北國際鋼琴大賽 

 

mailto:pauline@tea.ntue.edu.tw
https://cce.ntue.edu.tw/
https://goo.gl/E95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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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報名、購票、住宿申請表 

□報名國際鋼琴音樂節 

◎請填寫預計學習獨奏曲目 
1. 曲目 1：(曲長__________) 

 
 
 

2. 曲目 2：(曲長__________) 

 
 
 
  ***至少兩首完整作品或完整樂章，演奏時間共不少於 10 分鐘。 
  ***紙本報名資訊一經寄出，曲目恕不再接受更改。 
□報名 NTUE 臺北國際鋼琴大賽 A 組  17 歲-26 歲（1993 年 8 月 20 日至 2002 年 8 月 19 日之間出生）。 

◎請填寫初賽曲目： 
1. 巴哈平均律一首（含前奏跟賦格）： 

 
 
 

2. 古典時期奏鳴曲快板樂章一首（選自海頓、莫札特、貝多芬）： 

 
 
 
◎請填寫決賽自選曲(不得與初賽重複)： 
 
 
***紙本報名資訊一經寄出，曲目恕不再接受更改。 

□報名 NTUE 臺北國際鋼琴大賽 B 組  未滿 17 歲（2002 年 8 月 20 日之後出生）。 

  ◎請填寫初賽曲目： 
1. 古典時期奏鳴曲快板樂章一首（選自海頓、莫札特、貝多芬）： 

 
 
 

  ◎請填寫決賽自選曲(不得與初賽重複)： 
 
 
 
  ***紙本報名資訊一經寄出，曲目恕不再接受更改。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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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獨奏會門票團購申請： 
開幕式獨奏會：8/16(五)19:30 國家演奏廳 
1.報名「國際鋼琴音樂節」學員將有免費票券一張，於 8/16(五)9:00-9:30 開幕式報到時領取。 
2.報名學員陪同之親友可享團報 7 折優惠購票，並請於 8/16(五)9:00-9:30 開幕式報到時現場付款取票。 
3.除報名學員外，申請預先登記(預購)_______張開幕式獨奏會門票。 

備註 

如有其他特殊事項，敬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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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基本資料表 

中文姓名、 
護照英文姓名 

 

戶籍 
縣市 

  

(三個月內 
兩吋證件照)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與校名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未滿 18 歲需附家長同意簽名) 

性別：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 

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電話   

學員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參加「NTUE 台北國際鋼琴大賽」者，務必檢附。 

未成年學員 
親屬陪同 

□學員獨自參與活動。(以下免填) 
□需有親屬共________位陪同參與全程活動，關係：__________。 
上述陪同者至多 2 位，不須額外繳費。無法提供陪同者住宿。 

是否曾參加國

際鋼琴音樂節 
□是，曾參加北教大國際鋼琴音樂節  □否，未曾參加北教大國際鋼琴音樂節 
□是，曾參加 _____________________舉辦之鋼琴音樂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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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師承及學

習經歷 
  

音樂比賽 
得獎紀錄 

  

舉辦音樂會之

經驗 
  

附件三、錄影授權同意書 

 
        本人                      同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承辦單位之立場，全程錄音、錄影

本人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際鋼琴音樂節」、「NTUE 台北國際鋼琴大賽」之活動過程與成果發

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可自行或委託他人整理重製發行（得以工本費定價方式公開發售），並得以

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改作等方式，作教育推廣之用途，並提供與演出內容

相關之相片供承辦單位於刊物（包括書面及網路刊登）上使用，前述之授權部分，亦未侵犯他人著

作權。 
本人或家長(監護人)簽名：(請親簽) 
 
 

年            月             日 

附件四、未滿 18 歲學員之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茲同意學員                   參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際鋼琴音樂節」、「NTUE
台北國際鋼琴大賽」，並已充分了解簡章與報名表所述之各項內容。在營期間如因突發疾病或狀況

發生，須緊急醫療急救時，本人同意主辦單位採取適當之措施。 
家長(監護人)簽名：(請親簽)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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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帳戶資訊(如遇退款、退住宿保證金時使用) 

受款人戶名   帳號   

受款人 
身分證字號 

  銀行名稱   
分行

名稱 
  

附有帳戶資訊之存摺影本佐證 

附件六、匯款證明黏貼 

需有銀行行名、轉帳時間、轉帳帳號等資訊 
並註明姓名，以利核對款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