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 3 ~19 / 4 / 2013

報名日期 
Prazo de Inscri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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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Ano lectivo

Identificação do candidato報名者個人資料   

姓名
Nome

中文
Em chinês

 相片

 Foto

外文或譯音
Em outras línguas

身份證明文件

Documento de
identificação 

□ 居民身份證  Fotocópia do BIR
Outro (especifique)

Outro (especifique)

□ 其他 (請指明) 

 號碼 N.º

性別
Sexo

□ 男 M  

□ 女 F 
日間聯絡電話
Tel. (diurno)

住宅電話
Residência

電子郵箱 E-mail

出生日期 Data de nascimento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年         月             日

Ano Mês  Dia

出生地點 Lugar de nascimento

□ 澳門 Macau

□ 內地 Interior da China

□ 其他 (請指明)

住址
Morada

學歷程度
Habilitações 
literárias

□ 小學 □ 初中 □ 高中
Ensino primário                 Ensino secundário geral           Ensino secundário     

complementar

學校
Escola

父親姓名 
Nome do pai

聯絡電話
Telefone

母親姓名
Nome da mãe

聯絡電話
Telefone

備註
Observações

日期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a 年 月 日 報名者簽名  

 Ano Mês  Dia Assinatura do candidato

此報名表可自行覆印 O presente boletim de inscrição pode ser fotocopiado

本院專用   Espaço reservado ao CM

收到的文件 
Documentos recebidos:

□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Fotocópia do documento

de identificação   
□ 相片

□ 費用 Taxa
Fotografias

□ 其他 Outro

經辦人簽名
O Responsável

日期
Data

備註
Observações

報 名 表   Boletim de Inscrição

澳門少年合唱團
CORO JUVENIL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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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於本澳的中學或小學，6至18歲愛好合唱音樂的學生。
Alunos dos ensinos primário e secundário de Macau, com 

idade entre os  6 e 18 anos. 

通過系統的合唱訓練、演出實踐、基礎樂理、音樂欣賞等學習，
提高團員的音樂素養和審美情趣，豐富其課餘活動和文化生活，
使之得到全面和健康的成長。
Desenvolver o gosto artístico dos elementos e despertar a sua 
sensibilidade e capacidade de apreciação estética e fomentar o 
seu desenvolvimento completo e saudável, através da prática, da 
educação musical e da formação sistemática para a música coral.

澳門和隆街35號（望德堂對面）
Rua do Volong, n.°35, Macau (em frente da Igreja 
de S. Lázaro)

星期一至五 ~ 上午9時至1時, 下午2時30分至6時
De segunda a sexta-feira, das 09h00 às 13h00 e das 14h30 

às 18h00. 

報名表可親臨澳門演藝學院三校索取或於網上下載，填妥
報名表後，傳真或送回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校。
Os boletins de inscrição estão disponíveis nas escolas 
do Conservatório ou na página web: 
www.conservatory.gov.mo 
Após o preenchimento do boletim, o candidato deverá 
entregá-lo pessoalmente, ou por fax (2835 2700), 
na Escola de Música.

宗旨
Objectivo

招收對象
Destinatários 

音樂學校
地址

Morada da 
Escola 

de Música

辦公時間
Horário de 
Expediente

8296 4520/ 2835 2766

2835 2700
www.conservatory.gov.mo

查詢電話
Informações 

傳真號碼 Fax
網址 Web

報名手續
及地點

Formalidades 
e Local de 
Inscri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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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少 年 合 唱 團 簡 介

成立於2004年的澳門少年合唱團是一個學生合唱團體，最初

由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及文化局共同倡議籌辦，2006

年起，劃歸文化局管理，並歸入澳門演藝學院轄下。合唱團宗

旨是向團員提供系統的音樂基礎知識，配以合唱訓練及演出實

踐，提高自身的音樂素養和審美情趣，豐富課餘文化生活，從

而得以全面、健康地成長。因此，合唱團努力建設及發展成為

澳門具代表性的青少年表演藝術團體。

現時，澳門少年合唱團共有160多名團員，她們分別來自澳門

各中小學，年齡介於6至18歲之間，分為兒童組及少年組。經

過嚴格的考核和挑選，正式加入合唱團的團員，均須參加每星

期的定期練習，包括合唱訓練、視唱練耳、音樂理論、音樂欣

賞活動等。由於訓練及教學方式既從實際出發，又注意系統性

和規範性，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成立至今，澳門少年合唱團積累了不少演出經驗，亦獲得了驕

人的成績。2004年7月，赴無錫參加第七屆中國國際合唱

節，獲得優秀表演獎及優秀伴奏獎。2005至2008年間，參

加了東亞兒童藝術節、第十七屆澳門藝術節、第十九屆、第二

十屆及第二十二屆澳門國際音樂節等的演出，演唱多首冼星海

的合唱作品、馬勒《千人交響曲》以及參與普契尼歌劇《三聯

劇》之演出。2007年初舉辦了成立音樂會後又應香港特區政

府之邀，參與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青年合唱團及兒童

合唱團周年音樂會的演出。2008年更聯合澳門演藝學院合唱

團及其管弦樂團，組成近二百人的演出團體，於《青春的旋

律》音樂會中作壓軸演出，以環回對答的演繹方式，演繹多首

經典名曲，歌聲充滿了整個劇院，營造了美妙的音響效果，演

出獲得了空前的成功。2009年8月合唱團參與了在內蒙古舉

辦的《第三屆中國少年兒童合唱節》，並獲得了金獎「小百靈

杯」。2010年10月又作為了澳門代表團在上海世博會上演

出，向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士展示澳門特區少年的蓬勃朝氣和精

湛才藝。2011年7月獲澳門樂團之邀隨團赴深圳灌錄鐳射唱

片“葉小綱作品專輯”，10月又再成為澳門區代表參加在重

慶舉辦的《第十二屆亞洲藝術節》。去年5月及11月再次獲邀

參加了第二十三屆澳門藝術節及第二十六屆澳門國際音樂節，

分別參與了動漫電玩音樂《夢幻之夜》以及普契尼三幕歌劇

《托斯卡》的演出，表現獲得一致讚許。

經過系統的歌唱訓練，加上各種類型的演出實踐，澳門少年合

唱團的音樂水平有了顯著的提升。現正以朝氣蓬勃和活力充沛

的精神面貌，積極向外宣揚本澳這些歷史名城的文化精髓。

澳門少年合唱團每年初均對外進行公開招生，吸納更多富有音

樂潛質的學生加入合唱團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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