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笛場音樂節活動介紹】 
 

一、 活動宗旨與目的: 

十月笛場為國內經營木笛與古樂訊息傳遞發布為主之網路論壇，為促進國內木笛

界訊息與演出活動的交流，本次與台中音樂園與日本大阪竹山木管樂器製作所合

作，引進日、德廠牌手工木笛與台中音樂園的木笛硬體介紹與製作課程、爵士木

笛音樂講座、和沙龍音樂會的複合性木笛節活動。 

 

二、 主辦:十月笛場 

協辦: 竹山木管樂器製作所、音樂園、藝美境展演空間 

三、 活動日期:105 年 3月 18日(五)、3月 19日(六)、3月 20日(日) 

 

地點: 藝美境展演空間【台南市東區自由路一段61號】 

 

四、 參加對象:對直笛音樂與木笛硬體製作有興趣之教師學生與一般民眾均可參加。 

 

五、 費用(活動內容下方介紹): 

(一)、各場沙龍音樂會【自由贊助】 

(二)、3 月 19、20日秋山滋爵士木笛講座 

費用:1500 元/場/人， 

團體報名:10人以上(含 10 人)團體，每人 800元， 

         20人以上(含 20人，20-30 人)團體，每團 16000元。 

(三)、3 月 18、19、20 日，竹山工房木笛製作課程 

【3/18,3/19每日一梯次,3/20 當日兩梯次,課程為每人 2小時費用 3500 元材料

費，由竹山樂器竹山宏之老師進行講授與樂器調整，課程結束後有一把自製楓木

高音木笛成品帶回家】 

(四)、交流餐會 

【3/20 18:00~19:30，音樂家與來賓學員們的交流自助餐會(義境餐廳製作)，每

人 300元，於音樂節活動會場報名繳費】 

 



 

六、 活動報名方法(活動簡章可至十月笛場 FB 社團或十月笛場論壇下載): 

(一)、欲參加秋山滋爵士木笛講座，請至郵局劃撥報名費用 1500 元，劃撥帳

號:22788608  戶名:徐志強 

請填妥報名表並於下方貼上劃撥收據，傳真回傳(傳真號碼 04-23816571)， 

或是將報名表與收據拍照 LINE回傳，LINE ID:aulos509 

 

 

(二)、欲參加竹山工房木笛製作課程的朋友，請以電話預定上課時間 

預約電話:0913537077(徐志強)，若電話未接通請以簡訊預約， 

3/18(星期五，五人班)、3/19(星期六，六人班) 16:00-18:00， 

3/20(星期日)13:30-15:30(六人班)，16:00-18:00(五人班) 

，若該天人數已滿便不再接受預約，請感興趣的朋友盡快預約避免向隅。 

請至郵局劃撥報名費用 3500元，劃撥帳號:22788608  戶名:徐志強 

請填妥報名表並於下方貼上劃撥收據，傳真回傳(傳真號碼 04-23816571)， 

或是將報名表與收據拍照 LINE回傳，LINE ID:aulos509 

 

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 月 14 日(一)截止，名額有限請盡速報名。 

 

八、 活動介紹 

(一) 木笛相關硬體與樂譜展售會: 

3/18(五)11:00~18:00，3/19(六)、3/20(日)9:00~18:00 

    本次特別邀請日本知名製笛師，竹山樂器公司竹山宏之先生(Hiroyuki Takeyama)

蒞臨解說木笛展示、最新相關產品，同時也提供保養以及維修木笛服務(收費)，以及全

台唯一專業服務木笛軟硬體與樂譜周邊的台中音樂園公司展示各類合奏獨奏樂譜以及

歐洲機器手工木笛，另外，來自世界木笛製作大廠Mollenhauer，著名電子木笛【Elody】

的開發者與演奏家Nik Tarasov以及知名Joachim Rohmer也將來台展示各式手工木笛

軟硬體。 
 

 

 



(二)  主場音樂會 

 

● 3/18(五)19:30~21:00 林靖偉與旋轉木馬古樂團(欣賞費用自由贊助) 

旋轉木馬古室內樂團 /  Early Music Carousel, Taiwan. 

旋轉木馬古室內樂團創立於 2015年 2 月，樂團主要成員多為南台灣音樂家，因喜愛音

樂，想一起做好音樂的信念，聚在一起。旋轉木馬古室內樂團由林靖偉帶領，積極演奏

文藝復興時期與巴洛克時期和古典早期音樂為主。 

★共同演出音樂家:李佳凌，師事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許琬誼老師主修木笛，現就讀

德國科隆音樂學院早期音樂系,主修木笛,師事Ursula Schmidt-Laukamp女士。 

 

●3/19(六)19:30~21:00 Domestic Band木笛爵士之夜： 

【Domestic Band】於1993年組成，是一個以演出爵士、即興、原創作品為主的演奏團

體。 Domestic jazz band的團名來自於創團者爵士與巴洛克木笛音樂家秋山滋自創的

作品「Domestic Dance」，而團名也有「家庭的音樂集團」的意思；樂團團員各自有著

不同的特色，同時也在巴洛克、古典、作曲、爵士等等領域活耀著，所以一年只有一次

的音樂會演出，是一個相當讓人期待、獨一無二的音樂團體。（本場音樂會門票200元(現

場收取)，現場亦有Domestic jazz band最新CD販售，音樂會門票＋CＤ優惠價650元，

CＤ單張550元。） 

 

●3/20(日) 14:30~16:00台南市教師木笛團(欣賞費用自由贊助) 

台南市教師木笛團是「以笛會友」的教師成長團體，於民國七十六年由一群熱愛直笛音

樂的教師們規劃組成教師木笛團，現由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許琬誼老師指導帶

領。 團員除了定期至各校交流演出外，亦至文化局演藝廳及各藝文中心演出，為推動國

中小木笛合奏音樂教育而努力。 

 

(三)  沙龍音樂會(1F 義境餐廳舞台區) 

 

●3/18(五) 15:00~16:00  Jam Session 

●3/19(六) 13:00~14:00 鄭妙音、李紹慈、許琬誼 

          14:00~15:00 台南市青少年木笛合奏團&東區勝利國小合奏團 

          15:00~16:00 嘉義響飛木笛合奏團 

●3/20(日) 13:00~14:00 陳宜靜郭子綺 



 

(四)  Let's play Jazz, You Can Do It!JAZZ風木笛研習會【收費】 

時間:3/19(六), 3/20（日）時間9:00~11:00 

已經數次來台灣講述JAZZ木笛課程，現為日本大阪藝術學院、京都市立藝術大學、

大阪藝術大學及相愛大學講師秋山滋老師(Shigeru Akiyama)，這一回又帶來更為進

階的JAZZ風木笛演奏課程內容，這次課程也會與Domestic jazz band合作講授，帶

給木笛愛好者另一種音樂風格的創意刺激與學習管道；國內合奏團隊近年來演奏的

曲風日趨多元，帶團老師更可以從課程中學習到JAZZ風木笛演奏的練習方式與肢體

和音樂的相互配合技巧，讓JAZZ音樂的演奏靈魂可以更為深入運用在獨奏與合奏上

的技巧上。參加課程學員請必須攜帶高、中音笛。 

 ★如想要和秋山老師進行一對一木笛個別或合奏課，請與林靖偉老師連絡 

【連絡電話:0975583561】 

 

(五)  竹山工房木笛製造體驗課程【收費】 

時間:3/18(五)、3/19(六) 16:00-18:00，3/20(日)13:30-15:30，16:00-18:00 

要了解並完全掌握自己的木笛，當然就是親手製作它!由日本著名製笛師竹山宏之先

生，親自帶領學員完成屬於自己製作的木笛(楓木高音笛)，並學習調音工作，每天六

人小班制，使用竹山先生從日本帶來的半完成材料與製笛工具進行課程，在課程進

行過程中隨時有師傅協助製作，成品包括楓木高音笛以及軟袋，讓您帶回家，

這是相當難得的課程，每一梯次滿額該梯次不再開放學員報名，感興趣的朋友請盡

快電話報名選擇自己喜歡的上課日期! 

 

(六)  音樂家交流餐會 Reception 

  【3/20(日)18:00-19:30，三樓演奏廳，開放參加(收費)】 

 

 

 

對於活動內容相關事項有任何疑問，請電洽林靖偉老師【連絡電話:0975583561】 

 



 
2016笛場木笛音樂節活動時間總表 

 

3/18 

星期五 

3/19 

星期六 

3/20 

星期日 
備註 

10:00-11:00 

場地預備 

首日 13:00 開始 

秋山滋爵士木笛講座 

Let's play Jazz, 

You Can Do It! 

( 9:00am-11:00am) 

秋山滋爵士木笛講座 

Let's play Jazz, 

You Can DoIt! 

( 9:00am-11:00 am) 

研習會上課 

地點: 

3F 演奏廳 

 

11:00-12:00 

12:00-13:00 

竹山木笛講座 

(游恩齊) 

(11:10-12:10) 

木笛講座 

Nik Tarasov 

(11:10-12:10) 

木笛展售會與維

修保養服務地點 

2F 展區大廳 

13:00-18:00 

木笛展售會 

與維修保養服務 

(全日) 

沙龍音樂會 

鄭妙音 

李紹慈 

許琬誼 

13:00 

沙龍音樂會 

郭子綺 

陳宜靜 

13:00-14:00 

 

沙龍音樂會 

台南市青少年 

木笛合奏團 

&東區勝利國小合奏團 

14:00 

主場音樂會 

台南市教師木笛團 

(14:30-16:00) 

沙龍音樂會 

地點 

於 1F 舞台區 14:00-15:00  

 

沙龍音樂會 

嘉義響飛木笛合奏團 

15:00 

竹山工房木笛 

製造體驗課程 

(13:30-15:30) 

 
15:00-16:00 

 

沙龍音樂會 

Jam Session 

 

竹山工房木笛製

造體驗課程地點 

2F 展區後方 

Nik Tarasov 

木笛講座 

16:00-17:00 

16:00-18:00 
竹山工房木笛 

製造體驗課程 

竹山工房木笛 

製造體驗課程 

竹山工房木笛 

製造體驗課程 主場音樂會 

演出地點 

3F 演奏廳 
19:30-21:00 

主場音樂會 

林靖偉與 

旋轉木馬古樂團 

主場音樂會 

Domestic Band 
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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