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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2014年全国阿卡贝拉音乐营简章】 

 

一、关于 2014阿卡贝拉音乐营 

由 Vocal Asia与上海曦爵文化艺术举办的阿卡贝拉音乐营与全国阿卡贝拉大赛，到今年已

经 4岁了。自 2011年第一届起，便受到了全国各地阿卡贝拉爱好者的重视！无论专业与业余，

它已成为每个阿卡人心里最重要的“年度盛事”。 

2014 年 7 月，新一届的“阿卡贝拉音乐营”将再次敞开怀抱，迎接爱音乐的你。今年的

音乐营，我们保留了活动本身的魅力与特色之外，更前所未有地邀请到众多名师，为你营造一

个最丰富充实的“阿卡周”。我们要让你知道，身为一个表演者，除了学好歌曲，练好口技、

做好和声，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注意。 

近年来许多阿卡贝拉团队都曾向我们表达团队发展的烦恼：有了和声，有了旋律，有了人

声打击，然后呢？整体演出似乎还少了一些什么；为何国外的乐团演出这么好看；团队唱歌时

很开心，但一站上舞台就绑手绑脚怎么办…。其实阿卡贝拉迷人之处，不仅仅是丰富的和声与

音色，更重视舞台呈现，以及炫技效果。因此今年的课程规划，除了音乐性课程，更加强表现

性课程，让团队藉由这些「大师指点迷津」，精进自我，突破现状。 

 

★ 本次特色： 

1. “2014阿卡贝拉音乐营”特别邀请到丹麦阿卡天团「Basix悲喜人声」为本届学员亲身授课，

这支跻身世界优秀阿卡贝拉团体之列的队伍，活跃于艺文界与流行界，是跨界天团的最佳

典范！他们不仅是音乐演出，多名团员还同时是北欧知名演员、舞者。而为何叫「悲喜人

声」，其实就是他们翻唱了马来西亚知名歌手 Penny戴佩妮帮陈势安与 Bii写的「势在必行」

后，创作者 Penny 大受感动，送他们「悲喜人声」的名字，并为他们背书，足可见该团不

仅仅舞台演出震撼，音乐性也是不可忽视。此次他们首次踏足中国，也是第一次将多年的

演唱经验带到这里，与中国的阿卡贝拉爱好者分享。 

 

2. 本次音乐营还邀请到了国内“阿卡贝拉第一人”谷峰老师，被称为“中国最好的爵士歌手” 

的他，将在音乐营期间开设“大师讲堂”。他要告诉大家，阿卡贝拉除了和声、B-box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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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注重音乐本身，以及歌曲内容的完整呈现，如何感受(feel)音乐，如何处理汤头

(groove)才是最重要的。 

 

3. 正如同“阿卡贝拉音乐营”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阿卡爱好者，我们的音乐营同样会有更 

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老师齐聚上海，与学员们交流、学习、生活。包括北京现代音乐学院 

讲师、暨“自由人组合”男中音王宇，台湾“公共澡堂人声组合”(现为 VOX玩声乐团)音 

乐总监刘静谕，以及新加坡“MICappella麦克疯人声组合”人声打击大师黄烈传等人。他们 

的到来，将帮助你与你的团队完整构建阿卡贝拉的基础实力。 

 

4. 与往年一样，今年的音乐营依然会有“Single Singers”的开放。我们一定不会忽视这个部分， 

因为“阿卡贝拉音乐营”不仅是学习的基地，也是交友的平台。即便你不是一个完整的团队、 

没有加入一个特定的团体，我们也欢迎个人来参加。在这里，认识新朋友，找到新组织，应 

该是最让人兴奋的事了。 
 

二、基本信息 
日期：2014年 7月 22日—7月 27日 
 
地点：上海（具体上课时间于选课开始时一起公布） 
 
主办方：Vocal Asia 上海阿卡贝拉中心 
 

三、  资格 
年满 18岁以上均可报名参加，16岁以上未满 18岁的学员报名时需附家长同意书并有负责
老师带队。欢迎全国各阿卡贝拉团队及对阿卡贝拉有兴趣之个人参加。 
 

四、 音乐营流程 
音乐营共 6天；含各式课程、第四届阿卡贝拉音乐大赛、大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 
 
7/22 音乐营报到+Welcome Party 

7/23-7/25 音乐营各式课程 

7/26 比赛 

7/27 优胜团队音乐会+大师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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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报名 
1、报名时间： 
 
早鸟优惠：即日起至 2014年 4月 30日止，团队及个人均享有此优惠。 
（必须参加所有课程，不计同一时段开设的不同课程） 
 

6月 15日截止所有报名，仅限 20团。（比赛补件详见附则说明） 
 
以上报名时间均以收到保证金（报名费）及报名表日期为准。 
 

2、 报名方式：请填妥附件报名表后，以 Email或是印出寄至上海阿卡贝拉中心。 
 

3、 保证金： 
大师班：每人 200元，于报名后先行缴纳，报到当天抵扣报名费。预先缴清报名费者
免收保证金。 
比赛：每团 500元，只参加比赛不参加大师班的团队，于报名后先行缴纳，报到当天
退还。 
 
注，A、若报名后无法报到者，因课程资料已预订制作，保证金恕不退回。 

 B、参加大师班的比赛团队无需另缴比赛保证金。 
 

4、 付款方式：汇款（汇款账户详见八、缴费方式） 
 

六、 报名注意事项 
1、 请严格按照要求填写报名表内各项内容，并附上相关所需资料。 

 
2、 填写不清或材料不齐全者，视为报名无效，报名材料及保证金不予退还。 

 
3、  主办方对参赛者资料保密，并有权要求学员补充资料。 

 
4、 报名后因非主办方因素退出音乐营，恕不退费。 

 

七、 选课时间 
1、 早鸟优先选课权，时间 5/5—5/11。 

 
2、 一般选课，5/12—5/30。 

 
3、 部分课程人数有限，报完即止。 

 
4、 选课表将附上完整的课表、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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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收件地址及联络方式 
1、 联络单位：Vocal Asia 上海阿卡贝拉中心 

 
2、 电子信箱：info@sh-aca.com 

 
3、 联络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798号 7楼，邮编：200030 

 
4、 联络电话：021-51793753 

 
5、 最新活动信息请上官网查询：www.vocalasia.com 

 

九、 收费标准与付款 
音乐营开设课程收费标准如下： 
 
1、 课程类别与费用说明： 

 

类别 说明 费用（RMB） 

A 1、大师课程，开放给所有喜欢阿卡贝拉音乐的
朋友 
2、B课程的旁听费用 

200/堂 

B 以团队为单位，进行专属的大师指导，一团以

一次指导为限。 
800/堂 

C 个人报名参加所有时段课程，并可选 Single 
singers课程。赠送大师专场音乐会门票一张。 

1200/人 

D 全团报名参加所有时段课程，赠送大师一对一

指导一堂；大师专场音乐会门票一张/人。 
1200/人 

E 早鸟优惠：4/30前报名参加 C或 D课程，即获
早鸟优惠。 

850/人 

             
 

2、 食宿交通： 
 
活动期间，学员餐饮、交通、住宿自行负责。 
 
注： 
课程费用内已包含教材费。 
 
个人或团体参加所有时段的课程，不计同一时段开设的不同课程。 

mailto:info@sh-aca.com
http://www.vocal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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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时间均以汇款到账日为准。 
 
音乐营相关资讯详见官方网站。 

 
3、 付款资料： 

 
方    式：汇款（请在汇款单上注明团队或个人名字报名费，并以E-mail方式通知） 
 
户  名：上海阿卡贝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帐  号：3100-6647-0018-0100-43738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市肇嘉浜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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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则 
一、 大师班 

1、 特色课程简介 

团队经营管理： 

怎么样才能快乐地持续唱下去？由MICappella的 Peter老师、玩声的刘静谕老师及神秘失控的
午明老师，一同与学员分享经营阿卡贝拉团队的长期经验和祕诀。 

 

没跟到团的 Single Singers ： 

荷兰歌手 Annemarie Homan 以及 Emily May’t Hoen 为了能够在 2012年伦敦阿卡贝拉艺术节

演出，便想出了这个点子，把来自世界各地，单独来参与艺术节的歌手聚集起来，完成这项创

举。歌手必须在家先练好自己的声部，到了艺术节互相认识，一起练唱几次后，完成一个壮丽

的表演。歌手将在透过音乐认识更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新朋友。 

 

有关编曲课程： 

初阶编曲：给未曾编曲／刚开始编曲者、引导怎样完成一首编曲、分享有关音域，音节，节奏

及和弦分布等各编曲需注意事项。 

进阶编曲：给富编曲经验者，上课的学员需先交给老师自己的作品，老师会按学生作品给予改

善建议。 

 

CVT - Complete Vocal Technique： 
 

怎么样善用歌唱技巧，增进大家的歌唱能力！CVT是加强和探索歌手与无伴奏组合潜能的理想
工具！ 

 

基础人声打击: 

 

人声打击不只有大鼓、小鼓、钹的声音而已，老师们将带领学员们认识更多种打击的声响，发

展出人声打击更多的可能！ 

 

六招就让你占领舞台 ： 

 

简单六步骤就让你成为舞台上的焦点！这堂课将用简单、实用的方式来教学员们在舞台的注意

事项与舞台呈现，为阿卡贝拉团量身打造的课程。 



 

 9 / 13 
 

 

与悲喜人声一起唱： 

 

跟〈悲喜人声〉一起大声唱！让学员们深度认识〈悲喜人声〉的成员们，同时知道〈悲喜人声〉

如何合作、如何站上职业舞台！ 

Melodic Beatbox: 

人声打击不只是个节奏机器，用打击音色来歌唱！用创意开发节奏以外的表情，配合编曲制造

情境、转折，精彩地甚至为编曲加分。 

音乐基础训练： 

台湾的刘静谕老师将告诉学员们如何提升自己音乐练习的效率及方法，加快练唱的速度。 

 
 

2.大师简介： 
 
悲喜人声乐团（Basix） 

拥有五座国际当代阿卡贝拉录制奖（CARA awards），包含
「最佳欧语专辑」（Best European Album）、「最佳节庆专辑」
（Best Holiday Album）。来自丹麦的＂Basix＂，这个流行人
声乐团证明了自己已跻身世界优秀的阿卡贝拉团体之一。 
Basix跨足流行、爵士、节奏蓝调和摇滚乐，并将经典歌曲
创新改编，并融合强烈的原创性。这六位丹麦人声歌手不

断使全世界的听众为之惊艳。 
Basix强而有力的人声表现，伴随各种情感的音域都使听众
心醉神驰。他们从音乐厅唱到剧院、俱乐部、咖啡厅、教

堂，甚至是大型会议或私人宴会，他们的足迹遍布各种大

大小小场合。至今除了丹麦外，他们已踏足挪威、瑞典、

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奥地利、斯洛伐克、

爱沙尼亚、赛普勒斯和美国等地。人气也与日俱增。 
 
 
谷峰 

国家一级演员 、歌手、乐手、 音乐人。自学爵士鼓、打击乐、声乐及
作曲， 9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爵士音乐，先后参加了 94、95、96年的“北
京国际爵士音乐节”。自组了红极一时的"GUYS"-兄弟爵士乐队，并多次
与世界级的爵士音乐家同台演出，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为爵士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被称为中国最好的爵士

歌手以及最优秀的鼓手和打击乐手之一。在中国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是

阿卡贝拉的时候，即开始制作、演唱阿卡贝拉音乐，甚至以一人乐队

形式掀起观众对人生音乐的关注；注重音乐本质、不强调绚丽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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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观众除了欣赏人声音乐的炫技之外，更要聆听音乐本身。2012年夏天，担任深圳卫视
“sing-off清唱团”评委。 

 
黄烈传 

自 2000年至今，黄烈传不论是在国际或是新加坡的音乐圈都有举足亲重
的影响力，曾经是擎天娱乐旗下的艺人，还帮过无数同属擎天娱乐的艺

人和声编曲，是个词曲编唱四项全能的才子。在他前往美国波士顿透过

奖学金就读名校伯克利音乐学院前，曾是 Touch Publishing 和 BMG 
Publishing Singapore的独立作曲家，也在新加坡滨海广场上的爱琴海民歌
餐厅做过表演，他还在 Attic Groove Music身兼录音室工程师、制作人、
词曲创作及声乐指导。2009年加入麦克疯人声乐团担任人声打击。麦克
疯是第一个新加坡的阿卡贝拉团体被签进唱片公司，在大陆版的选秀节

目「The Sing-off」拿下亚军，曾经为新加坡总统表演，也代表新加坡去
台湾、香港、奥地利、马来西亚、中国演出，甚至在新加坡的青年奥林

匹克献声。他们最近发行的首张专辑是由黄烈传所制作。 
 
 
刘静谕 

 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声乐学士、声乐硕士，是一位拥有优异音乐能力、
丰富演出经验的女高音。除此之外，获奖无数的刘老师更是各类合唱

比赛的常胜军，在她指导下的合唱团皆能以扎实饱满的音色及令人惊

艳的音乐表现力获得优异成绩，其中以九次领军万芳高中合唱团参加

全国音乐比赛九次夺冠的成绩表现成为台湾合唱界的佳话。 
近年来，刘老师也积极投入阿卡贝拉人声乐团的训练，曾任「公共澡

堂人声乐团」音乐总监，在其指导下获得世界比赛冠军，更被誉为新

台湾之光。此外，刘老师于 2012 年与名制作人 李寿全老师合作，促
成台湾第一个职业阿卡贝拉乐团—VOX 玩声乐团—将古典的底蕴与流
行的语法成功跨界！面对音乐和学生的那股热 
情和执着，是她给人最深的印象。 
刘老师目前任教于台北市万芳高中暨阿卡贝拉社指导老师、并担任全

国音乐学科中心种子教师、新竹晶晶儿童合唱团、宜兰五十兰合唱团及佳音合唱团指导老师。 
 
 
王宇 

现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流行演唱学院欧美系声乐教师，自由人男中音。

出生于湖北宜昌市。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流行演唱学院，现

担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教师。个人爱好：音乐欣赏、收藏各类音乐.艺
术书籍、画漫画、 运动。个人技能：文艺创作、歌曲创作、音乐制作、
吉他。2004年 2月进入蝌蚪合唱团.担任中音声部。2006年加入“自由
人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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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卡贝拉音乐大赛 

关于阿卡贝拉音乐大赛： 

现代阿卡贝拉是现代新形态的合唱形式，将合唱音乐由古典推展到通俗化与生活化，使合

唱音乐更易于接近，更能够让年轻人接受。 

为推广阿卡贝拉音乐艺术，并鼓励阿卡贝拉乐团更为精进，团队们互相观摩切磋，特举办

全国现代阿卡贝拉大赛，藉由国际级评委现场指导，鼓励国内与亚洲各地年轻人在阿卡贝拉世

界中找到自我，创建更好的阿卡贝拉音乐氛围。 

1. 基本信息 

日期：2014年 7月 25日晚上试音、7月 26日比赛 

地点：上海 

主办：Vocal Asia 上海阿卡贝拉中心 

2. 参赛资格： 

团员年龄 18岁以上，团队人数不超过 8人。 

3. 评审：国际大师团成员及相关专业裁判 3人以上。 

4. 报名：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6月 10日。补件：请于 6月 30日前完成。 

报名方式：请填妥报名数据，以信函或 E-mail方式报名。 

5. 报名注意事项 

1) 请详细填写报名表各项资料，并由负责人亲自签名（E-mail报名者另行补签），否则不
予受理。 

2) 参赛团队总数最多 20支，超过 12支以上，主办方则举办初赛及复赛。 

3) 参赛团队须提供近三个月内的影像(或音讯)数据同报名材料一并寄至主办方，如参赛团
队超过 20支则作为初步筛选团队的依据(如有清晰的网络影音数据，附上有效连结亦
可)，参赛团队于 7月 1日公布。 

4) 初赛演出 1首曲子，复赛演出 3首曲子，其中必须有一首是外文歌曲，初赛和复赛曲
目可重复。 

5) 请随报名表检附 3~4首演唱歌曲的曲谱一式五份，并注明何首曲子为初赛歌曲。请交
付干净、以 A4双面影印之曲谱（演出版权请由各团体自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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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赛曲目自报名后，可更换一次，请于 2014年 6月 30日前提出并更换曲谱至主办单
位（以邮戳为凭。未及寄达者，视为“放弃更换”。如仍需更换曲目交由评审决定）。 

7) 参加最佳编曲奖比赛的作品，必须为尚未出版或发行录制的曲目。 

8) 参赛人员不得跨队报名。 

 

6.收件地址及联系方式： 

1) 联络单位：Vocal Asia上海阿卡贝拉中心  

2) 电子信箱：info@sh-aca.com 

3) 联络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798号 7楼   邮编：200030 

4) 联络电话：021-5179-3755 

5) 最新活动信息请上官网查询：www.vocalasia.com 

 

7.  比赛规定 

1) 上台人数：3-8人。主办单位至多提供 8只无线手持麦克风。 

2) 曲目规定：三首；15分钟以内。所有曲目均为无伴奏且至少为三部和声。 

3) 演唱时间：以开始发音为计时起点（包含伴奏）为 15分钟内，逾时 30秒扣总分 0.5分，
逾时 1分钟扣 1分，以此类推。 

4) 参赛团队所选定之乐谱之相关版权由参赛团队自理，主办单位概不负责。 

5) 歌者于主唱部分占该演唱歌曲的三分之二比重，可报名参加最佳主唱奖。 

6) 歌者可以自由报名参加最佳打击奖。 

7) 团队音控人员至多一位。若有随队音控，赛前试音时间由各随队音控告知本主办单位音
响技术人员调整音响效果，比赛的时候必须由主办方之音响技术人员操作音控；若无随

队音控，主办方则统一固定音轨输出大小，不另行变化。请事先提供麦克风表，详见报

名表。 

8) 比赛过程不提供灯光变化设备。 
 

8.相关权利义务 

1) 本届比赛冠军队将获邀成为下届比赛的示范表演团队。 

2) 得奖团体必须参与主办单位因比赛后续所主办之相关音乐会活动。 

mailto:info@sh-aca.com
http://www.vocal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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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加者必须放弃上述相关活动的录音、录像、摄影的各项权利。主办单位对于比赛之
相关活动保有任何形式编辑出版、提供传播媒体宣传报导、刊载及播放的权利。 

4) 获最佳编曲的作品，得奖人对主办单位及其授权人不行使著作权，以利著作的流通。 

5) 报名时已详读以上相关报名规定及权利义务，填写报名表视同同意上述规定。 

 

9.奖金领取 

   奖金将在决赛当天颁发。请报名团队先行指定领奖人，并于赛后填表具领。 

 

10. 奖项设置: 

第一名 奖金 RMB 10,000元 奖杯一座 一名 

第二名 奖金 RMB 7,000元 奖杯一座 一名 

第三名 奖金 RMB 4,000元 奖杯一座 一名 

最佳中文编曲（个人） 奖金 RMB 1,000元 奖状一祯 一名 

最佳主唱（个人） 奖金 RMB 1,000元 奖状一祯 一名 

最佳人声打击（个人） 奖金 RMB 1,000元 奖状一祯 一名 

最佳舞台呈现 奖金 RMB 1,000元 奖状一祯 一名 

最佳外文歌曲演唱奖 奖金 RMB 1,000元 奖状一祯 一名 

特别奖 视情况而定 奖状一祯  

参加奖  奖状一祯 所有参赛队 

 

※ 第一名分数需达 90分，若无则暂缺 。   

※ 并列名次奖金平分，但奖杯与奖状均有。 

 

² 最终解释权归上海阿卡贝拉中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