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上海阿卡貝拉線上音樂營工作坊 

簡  章 

一、 關於上海阿卡貝拉中心 

上海阿卡貝拉中心於 2011 年成立，是全國最大的整合性阿卡貝拉音樂推動平臺，跨度多維，包

括群文推廣、音樂教育、藝術深化、國際連結等功能。 

每年七月舉辦的「上海阿卡貝拉音樂節」是國內規模最大的阿卡貝拉音樂活動專案，其中「全

國現代阿卡貝拉音樂大賽」亦為國內規格最高的阿卡貝拉賽事。在與國際阿卡貝拉平臺「Vocal 

Asia」聯手合作下，多年來引進無數歐美阿卡貝拉大師團隊巡迴演出，開設音樂營工作坊。2012 年

整合全國數十支團隊揮軍參與北京草莓音樂節，開設「阿卡貝拉舞臺」；同年並擔任深圳衛視「The 

Sing-Off 清唱團」阿卡貝拉選秀節目唯一音樂顧問與聯盟合作夥伴；扶植成立「上海 Mono」、

「Single Singers」等民間阿卡貝拉推動組織，並以群文推動為目標，規劃設計一系列全民工作坊、

親子工作坊，在上海市群眾藝術館的大力支持下與各區街道文化館、中心合作，鼓勵社會各階層欣

賞阿卡貝拉之美，並成立演唱組合。 

同時與徐匯區文化局深度聯盟合作，舉辦包括 2015 上海阿卡貝拉國際藝術節等國際等級專案，

並延伸成立「上海市民阿卡貝拉音樂大賽」、「上海阿卡貝拉聯盟」等重要推動專案組織，讓阿卡貝

拉成為上海重要文化特色；同時延伸至全國，與各地有意推動阿卡貝拉教學之政府單位與教學機構

深入合作。並且在上海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徐匯區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的推動協助

下，用阿卡貝拉帶起兩岸青年們更多元的文化交流與藝術發展。 

在教育推廣方興未艾之餘，亦戮力關注阿卡貝拉藝術深度發展。從引進國外大師知識技術，提

升國內團隊品質做起，鼓勵改編中文歌曲、原創歌曲；並主導主題性製作音樂會，並與傳統戲曲、

各地民歌及文化特色結合，發展屬於中國的阿卡貝拉並走向世界。「全民齊唱，用自己的聲音唱自己

的歌，唱響世界！」是上海阿卡貝拉中心不懈努力的目標，用注重和諧、聆聽、分享的阿卡貝拉來

讓社會更美好，是我們永遠的信仰。 

 



 

二、 關於 2020 上海阿卡貝拉線上音樂營 

自 2011 年起，每年七月於上海舉辦的「上海阿卡貝拉音樂營暨全國現代阿卡貝拉音樂大賽」，是

國內規模最大的阿卡貝拉盛事！  

在今年的特殊時刻，大家也一定在不斷思考——阿卡貝拉音樂與團隊的未來和趨勢。繼在 2019

上海阿卡貝拉音樂營感受過“下一個世代的阿卡貝拉”後，今年我們特別邀請到極具經驗的資深老師

們，在線上工作坊中為大家指導阿卡路上必備的技能，並與大家分享各種酸甜苦辣的經驗。即使在家

足不出戶，你也能和全國各地的阿卡愛好者們交朋友，共同分享音樂的快樂。無論何時，都希望大家

能想起我們共同的初衷：Everybody Sings！ 

 

 

三、 基本資訊 

◎  線上工作坊：2020 年 8 月 1 日—8 月 16 日期間，每週六、日晚 17:00-20:30。 

    上課地點：線上直播（Zoom 平臺） 

  （以上時間如有調整，以主辦方通知為準。） 

 

 

四、 參加資格 

◎ 年齡不限。 

◎ 阿卡貝拉團隊與成員。 

◎ 任何對阿卡貝拉有興趣的人。 

 

 

 

 

 



五、 線上音樂營流程 

線上音樂營共 6 天；含線上音樂營工作坊課程等活動。 

日期 內容 

8/1 (六) 17:00-20:30 「卡在家裡」線上工作坊 

8/2 (日) 17:00-20:30 「卡在家裡」線上工作坊 

8/8 (六) 17:00-20:30 「卡在家裡」線上工作坊 

8/9 (日) 17:00-20:30 「卡在家裡」線上工作坊 

8/15 (六) 17:00-20:30 「卡在家裡」線上工作坊 

8/16 (日) 17:00-21:30 「卡在家裡」線上工作坊 & 結業 

 

 

六、 報名 

1、 線上工作坊報名時間及優惠： 

方案 詳細內容 起止時間 單價 

原價報名 原價報名上海阿卡貝拉音樂營工作坊 
6/22 00:00-  

7/24 24:00 
9000 TWD/人 

早鳥優惠 
以優惠價格報名上海阿卡貝拉音樂營工

作坊（名額有限，報完即恢復原價） 

6/22 00:00-

7/20 12:00 
6600 TWD/人 

限時特惠  

方案一：搶先報名，以最優惠的價格報名

上海阿卡貝拉音樂營工作坊（名額有限，

報完即恢復早鳥優惠） 

6/22 00:00-

7/13 12:00 
5300 TWD/人 

限時特惠  

方案二：團購優惠，三人成團，可在方案

一三人總費用上再減免 TWD 2700（名

額有限，報完即恢復單人早鳥優惠） 

6/22 00:00-

7/13 12:00 
4400 TWD/人 

u 2020 年 7 月 24 日 24:00 截止所有報名，僅限 99 人。 

u 完成提交報名表及全額報名費到帳後即為報名成功。 

 

 

 



 

2、 報名方式：本次活動採用線上報名的方式，請點擊以下報名網址或掃描以下二維碼進行報名： 

l 報名網址：https://jinshuju.net/f/QTo89B 

 

l 報名二維碼： 

   

 

3、 付款方式： 

銀行匯款（請務必註明「上海營」與報名者姓名） 

銀行：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代碼：805） 

分行：臺北忠孝分行（代碼：0311） 

帳號：03100100015097 

戶名：Vocal Asia 人聲樂集 

 

4、 其他 

1) 課程費用內已包含教材費。 

2) 個人參加所有時段的課程。 

3) 報名成功時間均以報名費到帳日為準。 

4) 音樂營相關資訊詳見官方網站。 

 

七、 報名注意事項 

1、 請嚴格按要求填寫詳細報名資訊，並附上相關所需資料。 

2、 填寫不清或材料不齊全者，視為報名無效，報名材料及報名費不予退還。 

3、 主辦方對報名者資料保密，並有權要求報名者補充資料。 

4、 報名成功後非因主辦方原因退出音樂營，恕不退費。 

 

 



 

八、 聯絡方式 

1、 聯絡單位：上海阿卡貝拉中心 

2、 電子信箱：festival@acacenter.com 

3、 聯絡電話：021-51793753/021-51793755（工作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18:00） 

4、 最新活動資訊請上官網查詢：www.vocalasia.com 

 

九、 其它 

本活動最終解釋權歸上海阿卡貝拉中心所有。 



附錄 

1、 課程簡介 

Bass 語法 

Bass 的語法千變萬化，如何在不同的曲風中使用正確的語法？本節課將

從現代流行音樂當中分享低音器樂轉化到人聲的實際應用經驗，以及不同

風格中 bass 音色的選擇，讓大家瞭解 bass 語法的變化規律和方式。 

基礎編曲 

本課程適合熱愛阿卡貝拉音樂者、對自我編曲技巧有疑惑者、想加強基礎

樂理和聲、打譜軟體（Finale）初學者、從零開始想進入阿卡編曲世界者

等。該課程將會學習主題動機設計、歌曲該如何鋪陳、編曲時該如何考慮

現場演出的效果、打譜軟體怎麼使用（Finale）、歌曲的和聲該如何設計、

如何規避不同聲部編寫的陷阱（三聲部、四聲部、五聲部，包含童聲與混

聲編制），並透過分析不同阿卡貝拉編曲瞭解不同的技法等等。 

編曲賞析 

毫不誇張的講，一首好的阿卡作品 50%取決於編曲。本課程希望通過欣賞

和分析一些好的編曲作品（不僅是阿卡作品）來展示和說明什麼樣的編曲

是好的，好在哪裡，來提高學員對於編曲的欣賞和鑑別的能力。 

人聲樂器法 

現代阿卡貝拉團之所以會取名叫人聲樂團，是因為每個聲部的成員都在代

表樂團中的某一樣「樂器」。我們都知道樂器是有樂器法的，那麼人聲這

樣的樂器是否也有“樂器法”呢？在這堂課我們會跟大家一起分享討論。 

音準節奏練習 

如果說人聲是一件樂器，那麼在演奏之前首先要做的是為這件樂器調音。

一台再名貴的鋼琴，如果沒有調音，即便邀請再知名的音樂家來演奏，都

無法演奏出動聽的音樂。本課程將從視唱練耳專業的角度給大家分享一些

基本練耳法和視唱法，希望可以幫助學員在建立良好的聽覺習慣與穩固的

內心聽覺兩個方面指明一條可行之路。 



基礎 Beatbox 

Beatbox 並不是單純的炫技，而是音樂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課程會講解不

同的音色在不同的節奏中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同時也會分享有關 Beatbox

中特殊音色和進階節奏的做法與練習方法。 

排練細節優化 

這是一節專屬於各位音樂總監與排練老師的課！本課程將透過分析演唱

方式進而學習如何統整團隊音色；如何分析歌詞增加主唱的情緒表達；如

何適度改編編曲讓曲子呈現自己團隊的特色；如何在排練的時候設計和聲

線條動態進而輔助歌曲情緒的飽滿程度等等。 

進階打擊 
是不是已經厭倦了自己只會照本宣科地使用平平無奇的 4beat，8beat ......

亞洲第一搖滾阿卡貝拉天團的「鼓手」將帶你走進不一樣的 VP 世界。 

VP 與音樂 

節奏！在大部分的歌曲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想要完美的表達出一首

歌曲的情緒，那麼 VP 的設計一定也是最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不同的情緒

表達應該用什麼樣的節奏效果來表達呈現呢？ 

阿卡歌手角色 

這堂課程將探討演唱阿卡貝拉的時候，不同角色的態度與認知，包含如何

用麥克風技巧與共鳴位置去調整合聲角色的融合音色或是主唱角色的突

出音色。進而針對編曲上的安排，找出當下是需要配合 bass 的和聲角色，

或是配合 VP 的節奏角色。如果你是團體裡的音樂總監，本堂課更會探討

排練以及錄音的過程。 

團隊行銷經驗實務

分享 

上海阿卡貝拉音樂營史上頭一遭，邀請到五支專業團隊的領導者與經紀

人，包括麥克瘋、自由意志、拾麥、爵諾歌手、神秘失控，五支不同風格、

不同經營概念的樂團，共同分享針對國內、亞洲、以及國際等不同領域，

如何將自己的樂團品牌、音樂形象甚至個人品牌進行行銷；在團隊經營向

外擴張的同時，又如何能夠維持音樂品質，以及找到正確的通道宣傳自己

的音樂，以達到專業團隊的成功營運？ 



團隊人際關係管理

分享 

許多團隊的負責人肯定都曾遭遇到共同的痛點：有時候勞心勞力的，不見

得是練唱、表演、拍視頻，而是處理團隊內的人際關係。團隊的默契與感

情，往往是一個團隊能夠成功的隱性關鍵因素，而人與人之間的不定性與

模糊性，常常是難以用原則去把控管理的。這次我們從團體動力學(Group 

Dynamics)的角度出發，邀請五大團隊的經營者，一起分享，如何對團內

的人際關係進行管理與調控，他們的痛點、解決的方法，各種技巧心得。 

主辦單位保有課程調整之權利 

  



2、 師資簡介 

黃烈傳（Peter） 

 

Peter Huang 作為歌手在音樂界投入了 20 多年，並且是詞曲

作者，製作人，人聲打擊，編曲以及錄音工程師。 

在移居波士頓之前，他與 Touch Publishing 和 BMG 

Publishing Singapore 簽約成為獨家歌曲作者。在波士頓，

他獲得了伯克利音樂學院的聲樂和音樂業務專業的獎學金。 

Peter 還曾擔任過多個國際 A Cappella 比賽的評審，並在新

加坡和國際範圍內開設了作曲、人聲打擊等工作坊 

得獎記錄： 

2019「Love，MICappella」專輯製作入圍 CARAs 最佳流行

專輯獎 

2017「MICappella Reloaded」專輯製作入圍 CARAs 獲得最

佳搖滾/流行專輯 最佳亞洲專輯 專業組最佳原創歌曲 提名 

黃愷靈（Calin） 

 

Calin 是 MICappella 的聯合創始人兼音樂總監，她曾在 NDP 

2018 上演繹了 NDP Songs。Calin 是出色的人聲編曲，她編

寫了 MICappella 的熱門歌曲-NDP Medley 和《那些年的小

幸運》。Calin 從事音樂行業 20 多年，她在各種場合和音樂流

派中磨練她鍵盤，小提琴以及唱歌的技能。她還是一位具有豐

富表演經驗的專業聲樂教練。 

得獎記錄： 

2019「Love，MICappella」專輯製作入圍 CARAs 最佳流行

專輯獎 

2019 作為製作人和詞曲作者製作的「Love，MICappella」獲

得最佳流行歌曲 與 專業歌曲原創歌曲 提名 



陳至翔（大俠） 

 

 

 

 

 

 

 

 

丹體人聲音樂工作室總監、SMASHER 人聲樂團音樂總監、

2018 新加坡冠軍杯國際阿卡貝拉大賽（A Cappella 

Championships 2018）評委、2015 上海市民阿卡貝拉大賽

評委。畢業於台南藝術大學應用音樂系本科，2015 年於丹麥

進修 CVT 流行音樂演唱系統，師從 Claes Wegener。曾任

Voco Novo 爵諾歌手男中音（2009-2016）、Oops 人聲樂

團音樂總監（2007-2012）。 

曾受邀至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Esplande）Voices Festival 擔

任阿卡貝拉工作坊講師（2018）、北京中央音樂學院舉辦講座

與團隊指導（2019）等。曾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高等

教育中心譜曲「熠熠」。阿卡貝拉編曲作品包含「我們新疆好地

方」、「周傑倫組曲」等，合唱編曲作品包含「遠方」等。  

鄭培新（一百） 

 

自由意志人聲樂團團長，接觸阿卡貝拉逾十年，曾任 Sirens 藍

色警報-男低音，鑽研各樣的人聲技巧、樂器模仿以及人聲打擊。 

2017 年組建自由意志人聲樂團，多次入圍蜂巢獎及擔任大學院

校阿卡貝拉指導老師，2018 年開始跨足和聲配音，為多位歌手

編寫錄製和聲。 

 

得獎記錄： 

2019 蜂巢獎【年度最佳錄音】 

2018 VAF 亞洲杯阿卡貝拉大賽【亞軍】 

2017 第七屆全國阿卡貝拉大賽【冠軍】 

2012 深圳衛視 The Sing Off 清唱團【前五強】 

2011 新加坡 A Cappella 大賽【國際組金獎冠軍】 

2010 韓國春川青年 A Cappella 國際賽【冠軍】 



王語暄 

 

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碩士，自由意志人聲樂團編曲/音樂總監，蜂

巢音樂節 vs 阿卡音樂營評審及講師。 

2005 年開始接觸 Acappella 演唱和編曲，擅長改編中國傳統原

生民歌作品。曾為多個知名阿卡及合唱團隊改編經典無伴奏作

品，如廈門二中合唱團演繹的《卷珠簾》即出自其之手。 

 

得獎記錄： 

2012 改編《阿瓦爾古麗》獲全國藝術高校教學成果展演“視唱

改編”一等獎； 

2018 改編《馬燈調》獲全國阿卡貝拉大賽最佳華語編曲獎； 

2019 改編《Yariya》獲蜂巢音樂節年度最佳華語編曲獎； 

2020 改編《花靈》獲美國 CASA（Contemporary A Capella 

Recording Awards）年度最佳搖滾單曲提名。 

 

方縉 

 

Freewill 自由意志人聲樂團-人聲打擊 

2017 年中國阿卡貝拉大賽 最佳人聲打擊獎 

中國最具人氣組合 TFBoys 易烊千璽 BBOX 老師 

北京電影學院新青年戲劇工坊演員 

曾擔任張默導演&傅維伯監製&馮遠征指導「北京電影學院 65

周年獻禮魔幻舞臺劇《勞山道士》」男一號“王七” 

2014 年中國 ROL 國際 BBOX 大賽 冠軍 

2016 年 BFR 全國 BBOX 大賽 冠軍 

 

 



劉郁如（雙雙） 

 

臺灣知名阿卡貝拉音樂家，擔任編曲、歌唱、創作、教學等

角色，並努力推廣臺灣阿卡貝拉音樂至國際舞臺，曾參加 

London Philharmonic Choir（倫敦愛樂合唱團），臺北愛樂合

唱團，以及臺北室內合唱團，並參與許多國際知名的合唱/重唱

藝術節，包括臺灣國際重唱藝術節、The Real Festival（瑞典），

Voice Mania（奧地利），vokal.total.（奧地利）等國際知名合

唱或重唱藝術節。2009 年回到臺灣成立「Voco Novo 爵諾歌

手」，廣受好評與肯定。 

2004 年開始編曲 A Cappella 歌曲至今，作品曾登上美國、

奧地利、德國、瑞典、日本、韓國、香港地區，中國大陸等舞臺，

以及臺灣音樂廳，新舞臺，中山堂，2012 金馬獎頒獎典禮，獲

得獎項無數。 2013 年，「Voco Novo」專輯獲得了現代阿卡

貝拉專輯獎的「最佳亞洲專輯」，其中創作曲「迢迢牽牛星」更

獲得了「最佳世界音樂歌曲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